
BB11

2023年2月27日 星期一
Monday, February 27, 2023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房屋淨值信用額度房屋淨值信用額度
我們做查收入我們做查收入﹑﹑不查收入貸款不查收入貸款
FHAFHA貸款貸款﹑﹑商業貸款商業貸款﹑﹑建築貸款建築貸款
SBASBA 貸款速勝貸款貸款速勝貸款 竭誠為您服務竭誠為您服務
有需要的商家請聯繫有需要的商家請聯繫 速勝貸款速勝貸款
JenniferJennifer

Cell:Cell: 626626--620620--38183818
Office:Office: 626626--254254--76367636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现在利息越来越高，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高利息又可以把钱贷出来

用呢？同时做到灵活运用，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不用付利息

，好消息来了！

我们可以做查收入、不查收入的房屋净值信用额度贷款，解锁房子里

的资产, 快速解决您的资金周转问题，手续简单。适用人群：想快速

贷款购房人群、有投资需求的人群、想要资产重新配置的人群。另外

我们可做1-2年的短期过桥贷款，5-7天放款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办公地址：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贷款、FHA贷款、商业贷
款、建筑贷款、SBA 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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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住在手机里”

章早立和朱毅荣夫妇住在美国伊利诺

伊州。疫情前，他们每年都会利用假期

回国看望父母，或是接老人来美国住几

个月。

2019 年，夫妻俩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因为新生儿旅行不便，他们计划等来年

女儿满周岁再回国，不料这一等就是三

年多。

夫妇俩起初想把父母接到美国，外公

外婆也是见外孙女心切。但 2020 年美国

迅速出台禁令，禁止 14 天内曾到过中国

内地的非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入境。

夫妻俩只得改变计划，准备等疫情稳定

后再回国。

“那时还抱有幻想，以为跟 03 年非典

一样，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后面越来

越难。”章早立回忆。

“登机前 7 天就要到达底特律，入境

后在落地城市隔离至少 14 天，回到老家

还要再隔离 14 天，我们根本攒不出这么

长的假期。”朱毅荣说。

章早立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从未如

此渴望回家，三年见不到面的亲人在大

洋彼岸相互惦记。

“我们在这边天天担心父母被封控，

他们年纪大了，什么行程码、健康码都

搞不明白，也不会网购，生活物资怎么

解决？父母在国内也天天担心我们，新

闻总说美国水深火热，他们怕我们在这

里感染了、日子过不下去了。”

时间飞逝，女儿会走路了、会说话了

， 上 幼 儿 园 了 。 和 很 多 在 国 外 出 生 的

“疫情宝宝”一样，女儿还没回过国，

外公外婆只是视频电话里的陌生老人。

有一天，章早立说起故乡南京，说起

她从小生活的家，女儿突然打断她：“外

公外婆不住在南京，他们住在手机里。”

“我一下子就很难过。”章早立说。

所幸，他们现在可以准备今年夏天带

孩子回国，女儿终于可以见到在南京的

外公外婆了。

“2020 年一整年，为了家人回国，我不停

与政策赛跑”

在旧金山工作的郁育葱，自从 2020 年

送走春节来小聚的父母，自己迄今还没

能回国和家人团聚。

而 2020 年为了送母亲回国，他几乎一

整年都在和政策赛跑。

2020 年春节过后国际旅行还正常运转

，看着美国的感染数字一天天上升，郁

育葱的父亲考虑工作原因先行回国，而

刚刚退休的母亲希望再多陪儿子一个月

。

万万没想到，就在父亲回国两天后，

回国航班锐减，母亲购买的 3 月份航班被

取消了。

3 月份，美国疫情刚刚开始，口罩等

防护产品产量低，基本买不到，国内的

亲友开始东拼西凑给他们寄口罩，但国

际物流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半个月 10

个 N95 和医用口罩漂洋过海才拿到。

先一步回国的父亲那时候打电话，全

家在电话里讨论的话题只有两个：“寄

的口罩到没到？”、“改签什么航班？

”。本来郁育葱和母亲还想等一等旧金

山直飞，不考虑洛杉矶出发。而焦急的

父亲则坚持“赶紧先回来，还不知以后

会怎么样”。

果然，随着政策进一步收紧，国航只

有洛杉矶飞北京这一条线，一周一班，

座位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已经不再

考虑起飞日期，只要能改签成功就行。

3 月、 5 月、 8 月，此后几个月里，

“改签”就成了郁育葱工作外最重要、

最头疼的事。

他先改签到 5 月，心想说不定到时候

情况就没有那么糟糕了。然而，形势却

不遂心愿，4 月份他就得知预订的航班没

希望按时起飞了，只能继续往后改签。

国航改签必须拨打国内客服电话，当

时咨询国际航班的人非常多。为了错峰

打通，只能抢在国内客服上班的时间点

打进去。

由于时差，一到美国晚上十一点，郁

育葱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拨打客服电话，

排队等待的音乐成为他无数个不眠夜的

背景音。

但后来不管打进去几次，客服的回复

永远都是“您选择的航班空位已全部售

出”。

所幸，在 3 月的航班被取消时，他同

时购买了一张 1000 美金左右、 2020 年 10

月的远期机票做两手准备，这架航班最

终没有被取消。

在等待回国的 8 个月里，郁育葱白天

忙碌上班，母亲就一个人孤单在家，只

有每隔三周母子俩会去趟超市采购生活

必需品。那段时间手机里母亲的照片都

是出门买菜拍的，没有什么旅游照。

临近 10 月，当时从美国回中国需要

72 小时内的两个核酸阴性检测报告，但

美国医院只能保证 5 天内出核酸结果。为

了确保在规定时间内拿到结果，郁育葱

特地请了一天假，驱车带着母亲前后跑

了三家美国医院和一家私人诊所做核酸

。

为了确保不在归国前夕感染新冠，他

和母亲在航班起飞七天前就不敢出门了

。即便是去做核酸在室外都很担心，打

开车窗医护人员就会帮忙采样。

“每次拉下口罩都很紧张，感觉空气

里都是病毒。”郁育葱说。

拿到核酸报告，已经只剩不到 24 小时

让他们上传报告、填写申请，等待人工

审核批复“防疫健康码国际版”绿码。

第一次上传核酸得到却是红码，旧金

山领事馆电话打不通，离起飞时间越来

越近，绿码却迟迟申请不下来，郁育葱

和母亲的心理压力达到了顶峰。

终于通过邮件得到回复，再次核对材

料上传，才拿到绿码，母子俩手套、面

罩和两层口罩全副武装先飞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机场，看着母亲进入安检通

道，郁育葱长舒了

一口气，紧绷的神

经放松后，他突然

心头一酸，“下次

再见母亲，就不知

道是什么时候了。

”

现在政策放开，

尽管国际机票还很

高，但郁育葱知道

只能靠电话视频和

家人沟通的日子快结束了，老板也和他

说今年有机会让他回国出差。

“从香港回上海，我用了 8 天时间，花了

三万元”

在疫情爆发前，内地往返香港特别行

政区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港铁东铁线串联

深圳与香港，从罗湖口岸到九龙红磡，只

需 40 分钟左右；如果乘坐高铁，从香港西

九龙到深圳福田只需 15 分钟。许多人甚至

选择“深港生活”，即住在深圳，每天过

关去香港上班。但在新冠疫情持续期间，

香港与内地实施出入境管制，政策一再调

整，入境之路变得异常复杂漫长，需要大

量时间、精力乃至运气。

蒋丽敏在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平

时和母亲住在香港。去年 6 月底，她要做

项目对内地企业实地调研，加上祖母在

上海离世，蒋丽敏便计划和母亲一起回

内地。“那时香港的疫情已经比较稳定

，我们也持有有效签注，可以直接回来

。”她回忆。

尽管如此，入境政策并未放松。蒋丽

敏面前有三条路线：一是经由深圳湾口

岸走陆路入境深圳，二是经港珠澳大桥

入境珠海，三是乘飞机直飞内地。三条

路线的基本要求都一样，持出发前 24 小

时核酸阴性报告，入境后集中隔离 7 天+

居家隔离 3 天。

根据深圳市政府的政策，进入深圳需

提前预约隔离酒店名额，称为“健康驿

站”。每天早上，线上系统会放出几百

到几千个名额（不同时期数量有变化）

，用户必须凭身份信息抢到名额，才能

申请入关。

然而，由于黄牛抢号，普通用户几乎

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预约。7 月起，该系

统从先到先得改为抽签机制，希望减少

黄牛倒号现象，但依然有大量黄牛用空

账号抢占抽签名额。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抽了一个多月

才抽到，找黄牛则要 7000-10000 元一个人

，还不能保证拿到名额，所以我后来就

放弃了。” 蒋丽敏说。

她也尝试过预约港珠澳穿梭巴士，但

更是一票难求：一天 6-8 班车，每班 40 个

座位，相当于每天只有 200-300 个名额，

黄牛倒票也更加猖獗。多次预约失败后

，她也放弃了这个方案。

最后剩下的一条路——坐飞机直接飞

回内地，不确定性相对较低，但也是最

贵的。当时正值留学生暑假回国高峰，

许多学生从海外经由香港转机回内地，

机票格外紧张。蒋丽敏先尝试通过各大

OTA 平台订购直飞机票，始终订不到。

走投无路之下，她只得再次求助黄牛

。“当时问到最夸张的价格是 3 万一张票

，过了一周左右，价格才稍微下来一点

。”经过多家比价，她前后买到两张从

香港直飞杭州的机票，一张 13000 元，一

张 14000 元。

“飞上海和北京的机票更贵，我感觉

浙江的隔离政策相对宽松，所以选择了

杭州。” 蒋丽敏说。

在杭州萧山落地后，她和母亲被转运

至郊区一家隔离酒店，住了整整 8 天。虽

然隔离政策要求是“7+3”，但最后一天

直到晚上 8 点才被解除隔离，前往高铁站

已经来不及，只好又多住了一天。隔离

住宿费和餐费总共约 3000 元，加上机票

，这一趟母女俩花了整整 3 万元。

由于工作需要，蒋丽敏未来还要时常

前往内地出差。她期待着通关措施早日

简化。1 月 8 日起新政策实施，香港入境

人员凭行前 48 小时核酸阴性结果入境，

不再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在国内出差一个多月，却始终没能

和家人碰面。”

宋既逢疫情前经常往返于加拿大和中

国之间商务洽谈。但三年疫情跨国困难

重重，导致他只能积攒所有工作安排一

次性回国解决。

“疫情前我身边很多供应商和品牌主

都会经常去中国交流，堪称中国通，但

疫情后这样的交流就很少了，”宋既逢

说，“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和交流

是无法通过邮件和电话建立的。”

2021 年，他虽然很幸运顺利回到国内

，但整个旅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给商

务行程安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出发前，他担心航班被熔断，担心起

飞前感染。即使飞机降落，隔离期间他

也不踏实，担心自己这班飞机检测出阳

性病例，隔离时间延长。

“当时国内也有多地爆发疫情，行程

随时都可能变更，”宋既逢说，“在解除

隔离前一两天我才开始预定国内机票。”

由于无法和合作方提前确定时间，宋

既逢有几次只能临时跑去对方公司拜访

“撞大运”，十有八九想见的关键人物

不在，抱憾而归。

更让他唏嘘的是，在国内出差一个多

月，却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和家人碰面。

“我当时在上海呆了两周，老家南京

也爆发疫情了，”宋既逢说，“父母年

纪大了，出南京需要 24 小时核酸和各种

证明，太复杂他们搞不清楚的。而我一

旦进南京，就会被赋黄码，无法登上回

加拿大的飞机。”

于是，相隔不到四个小时车程，他也

只能继续靠视频和家人沟通，最后遗憾

踏上了回程。

2022 年 6 月，宋既逢终于下定决心带

着 2020 年 1 月出生的女儿回国，让家里长

辈见见未曾某面的“疫情宝宝”。

一家三口从多伦多出发，航程在十五

个小时左右，还要经停两个小时。由于

疫情需要全程佩戴口罩，这对于两三岁

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巨大考验。

“我们带了三个行李，其中两个半都

是 为 了 孩 子 准 备 的 。 ” 宋 既 逢 提 到 ，

“孩子 5 天隔离要用的尿布就占了旅行箱

的一半。”

两三岁小孩有许多特殊需求，妻子甚

至在行李箱里装了一个小电饭锅，考虑

在隔离酒店可能需要自己给孩子做饭。

还给孩子带足了画笔、绘本、小恐龙等

玩具，让她尽量在隔离酒店少些憋闷、

少些哭闹。

看到入境隔离政策不断优化，宋既逢

买了 1 月 2 号回国的机票，带着妻子女儿

回家过年。他说，早知道 8 号免除隔离，

就订晚两天的票了。这也是他 15 年来第

一次在国内过春节。

“三年了，终于可以见到你”

2023年1月8日起，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不再对入境人

员和货物等采取检疫传染病管理措施。

在过去将近3年里，疫情爆发、航班熔断、一票难求、 24/48/72小时核酸证明

、14天、7+3隔离，不断的突发情况、不停调整的政策，让在海外求学、工作生活

的华人，常常望洋兴叹，家人团聚、国际差旅变得困难重重。

有些人默默承受了三年的亲人思念之苦；有些人千辛万苦，终于打通了回乡路

。界面新闻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试图奔赴漫漫归途的海外华人。

从2020年1月20日实施新冠病毒肺炎“乙类甲管”，到今日正式放开入境管控

，历时1084个日夜。他们紧张不安、惦念不舍、无奈艰辛的个人经历，终将定格在

历史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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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意思就是宁愿在一个稍微次一点的环境里

做最优秀的，也不要在优秀的环境里做最差的

。然而，依然有无数人挤破头也要上名校、进

名企，即使自己选择的专业领域可能次一些的

学校排名更高，或者在大公司里只能做一个小

螺丝。然而，“头顶光环”就一定能成功吗？

做凤尾，还是做鸡头，哪个好？

今年， 世界名校的录取率，也都持续走低

；顶尖美国私立高中，也开始成了低龄留学圈

的香饽饽，竞争激烈。

对精英名校孜孜以求的背后，却是高居不

下的名校辍学率。根据EIC教育报告，2013年常

春藤的中国学生中，只有75%能顺利毕业。

这些百里挑一的“爬藤胜利者”，进了大

学以后，却有如此惨淡的收场。除了文化差异

、社交障碍、学习能力跟不上等问题外，还有

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些拼命挤进名

校，却只能成为“二流甚至三流学生”的孩子

，当初如果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所稍微普通

的学校，成为那里的“一流学生”，会不会有

不一样的结果？

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Mal-

colm Gladwell） ， 曾 在 “ 谷 歌 时 代 精 神 ”

Google Zeitgeist的论坛上，分享了两组数据：

一组，是哈佛大学和普通学校，攻读数学

、科学学位学生的毕业率对比；

另一组，是不同层次学校毕业生的学术论

文发表情况。

结果发现，在名校“垫底”的学生，毕业

后的表现和成就，可能远远不如，普通学校里

的顶尖学子。这在国外媒体上引起强烈反响。

Gladwell在演讲中倡议家长和学生：不一定

要选择哈佛这样的顶尖名校，选择一所普通的

学校，也许会更好。

在谷歌演讲中，Gladwell将这种不顾一切追

求名校的行为，称为“精英机构认知障碍”

(Elite Institution Cognitive Disorder，简称 EICD)

。

他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通病，我们

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都在受这一认知障碍的

困扰，却不自知。

Gladwell是《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异

类》等多部畅销书的作者，作品涉及多种社会

科学研究领域，还提出过广为人知的 “一万小

时原则”

01.从优等生到辍学者

我们倾向于夸大精英机构的重要性，却低

估了处于层次结构底层的代价，因而做出一些

非理性的选择。

比如，都希望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最好的

大学，以便他们毕业后能进入最好的公司工作

。但是，选择精英大学或精英机构，一定比其

他选择更好吗？

Gladwell展示了一组有关“不同学校学生，

最终获得STEM学位情况”的数据。他表示，虽

然每年理工科毕业人才都很紧缺，但是依然有

很多原本打算攻读数学、科学等STEM学位的学

生，到了大学第二年就放弃了STEM学位。

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是因为，科学和数学

很难，需要一定水平的认知能力，而我们并没

有这么多足够聪明的学生。

哈特威克学院STEM学位获得情况

可是，对比一所顶尖名校和一所普通学校

的情况，就会发现问题。

哈特威克学院（Hartwick College），位于美

国纽约州北部的小型文理学院，它在美国文理

学院中排一百多名。

在这所普通的学校里，那些希望攻读科学

和数学专业的学生中：

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全部都获得了STEM

学位；

排名中间的孩子，绝大多数都获得学位；

而排名靠后的学生，很多都选择放弃了

STEM学位，甚至辍学。

我们似乎很容易归纳为：能否获得STEM学

位，和学生的学习成绩、认知能力呈正相关。

哈佛大学STEM学位获得情况

所以，在哈佛这样的大学，哪怕是成绩最

差的学生，也应该像哈

特威克学院的优等生一

样，获得STEM学位。

可事实并非如此，

哈佛大学居然与哈特威

克学院，有着相似的情

况。

在哈佛大学：

那些成绩靠前的孩

子，也都能获得STEM学

位；

而成绩靠后的学生

，大多放弃了 STEM 学

位，转到其他更容易的

专业，甚至是辍学。

尽管这些在哈佛位

处“中下游”的孩子，

其实都很聪明，他们的

SAT成绩，也比哈特威克

学院排名最靠前的学生

还要高。

不仅仅是哈佛和哈

特威克学院，在任何一

所大学，无论学生的SAT成绩如何，这方面都

有着相似的比例数据。

这是为什么？

Gladwell强调：“能否获得STEM学位，和

学生的入学成绩，以及认知能力水平，并非直

接相关；它更取决于学生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

，比如班级排名。”

也就是说，那些在哈佛排名靠后的孩子，

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数学能力，其实

已经超过了全世界99.99%的学生，他们只盯着

自己身边更优秀的学生。

他们在比较中变得越来越不自信，开始对

自己在数学、科学上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

己不是学理工科的料，甚至产生放弃的念头。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米切尔（Mitch-

ell Chang），还做了一个数据分析。

他发现：大学的SAT分数每提高10分，一

个学生成功获得理学和数学学位的比例，就会

下降2%。因此，从马里兰大学（SAT平均成绩

150）获得 STEM学位的几率，要比哈佛高出

30%。

Gladwell开玩笑说，当你只能在哈佛“垫底

”时，不妨选择马里兰大学这样的学校。

“STEM学位更重要，还是把哈佛写在简历

上更重要？”Gladwell发出这样的疑问。可是，

他很清楚，没有多少孩子在面临哈佛这一选项

的时候，会放弃。

因为我们在做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最

顶尖、最精英的大学，却低估了一个人位于底

层结构所要付出的成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心理方面的“相对剥夺感”。

02.心理学上的“相对剥夺感”

为了更有说服力，Gladwell分享了另外一组

调查，它来自两位经济学家，约翰和盖伊，对

经济学博士学生毕业后发表论文的情况进行了

检索分析。

他们对顶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的数据进

行检测，涵盖包括哈佛、麻省理工、耶鲁、普

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芝加哥等各大高

校毕业生，在毕业六年时间里的论文发表记录

。

通过对这些论文的质量、频次，进行综合

评分，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无论什么水平的大

学，那些名列前茅的学生，毕业后在论文发表

上都有很好的成果。

比如：

哈佛的顶尖学子人均发表4.31篇；

麻省理工的顶尖学生发表4.73篇；

多伦多大学3.14篇；

波士顿大学则是1.59篇。

但是横向对比却发现了问题。

那些顶尖名校毕业排名靠后的学生，在学

术出版方面反而趋向减少，只有0.7篇，远远少

于普通学校里和自己同等能力（同等SAT分数

）的学生。

也许，论文发表情况，并不直接与毕业生

的成功与否挂钩，但不可否认，它也是一个很

重要的参考指标。高质量论文的发表数量，表

明一位学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入和成果。

Gladwell还提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论文

发表的质量和频次，也是评估经济学家的主要

方式。而且发表优质论文越多，越容易申请到

科研经费，进而在这一学术领域投入更多，形

成良性循环。

这些孩子虽然在自己的学校排名靠后，但

是，能进入世界顶尖名校，说明他们不输给那

些普通学校的TOP学生。

本可以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顶尖人才，如今

，却落在了后面。

为什么千挑万选的佼佼者，在进入哈佛、

麻省等顶尖名校以后，并没有施展出足够的才

华，而变得失败？他们进了名校以后，到底发

生了什么？

在这背后其实有个行为心理学上的现象，

叫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它最早由美

国学者S.A.斯托弗提出，其后经R.K.默顿发展，

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

它是指，我们不会根据自己在世界上的位

置，来进行自我评估，而是依据自己所处的圈

子。

通过将自己的处境与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

较，包括财富、美貌、名声等各方面，当发现

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产生一种“被剥夺”的

消极情绪，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

因此，这种感受并非来自一种绝对或永恒

的标准，而是产生于比较之间，是一个相对的

标准。

学生时期，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就是一

项重要的比较内容。

比如，当一个学生通过努力复习考了90分，

他会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高兴；但是，当他知道身

边人考了100分时，他就不会像之前那样高兴，

而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也叫相对丧失感。

这种感受严重时，甚至会造成压抑、自卑

、甚至自暴自弃等心理问题。

我们也会发现身边有这样的现象：

一个孩子，进了某重点中学，在这所学校

里很普通；

和他当初成绩差不多的孩子，进入了一所

普通学校，但是名列前茅。

未来，后者也许会因为被重点培养，而得

到更多的资源，且更有自信和学习热情，反而

超越前者，取得更大的进步。

03.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Gladwell为我们带来的两组数据，正好印证

了一句中国俗语，“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这一观点不仅在中国，在不同国家的文化

中，都有相似的表达。

比如：

日本人说，“做沙丁鱼的头，好过做鲸鱼

的尾”。

英美国家的说法是，“做小池塘里的大青

蛙，好过做大池塘里的小青蛙。”

教育领域的诸多研究，正在不断表明：普

通高校中的优秀学生与顶尖高校中的一般学生

相比，表现得更加能干，成绩更加出色，职业

抱负上也更具野心。

我们也曾发过一篇相关文章，探讨了不同

民族文化心理因素，会影响个人对做“鸡头”

，还是做“凤尾”的实际选择。

比如，东亚文化中的“面子文化”，会使

这个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做“凤尾”，来满足自

己置身于精英组织的虚荣感。

因此，亚洲学生更容易选择进入哈佛等顶

尖名校、或是毕业后进入华尔街等机构，哪怕

是成为最底层的学生，或是做不到比别人更优

秀。

曾任麻省理工总面试官、多本亲子教育畅

销书的作者，蒋佩蓉女士，曾在采访中袒露自

己的“逆潮流育儿”经历，介绍孩子在求学过

程中退而求其次的收获。

蒋佩蓉的大儿子，当初进入一所普通的国

际学校就读，而没有选择另外一所竞争更激烈

的著名国际学校。

因为竞争小，老大不仅有机会进入网球队

，成为了网球队的队长，还收获了出类拔萃的

成绩，最终被 MIT 录取。“这是在另外一所著

名的国际学校，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她的二儿子，也有相似的经历。高中毕业

后，没有选择美国的名校，而是一所州立大学

。到了三年级暑假，他不仅有选择不完的实习

机会，成绩也都几乎全拿 A ，同时修两个系。

“孩子很庆幸自己没有去竞争激烈的顶尖

名校，因为在目前的学校里，他才如鱼得水，

更健全自信地成长。”

她在文章里表示，那些名校里的普通学生

，反而更可能陷入一种自我否定、自卑、乃至

抑郁的心理，不如在普通学校名列前茅的学生

，有更强大的自我效能感和驱动力。

除此以外，很多学生毕业后，还可能依赖

名校光环，不愿意谦卑下来向不如自己的人学

习。然而社会变化如此迅速，各行各业都在快

速洗牌，“名校包袱”太重的学生，优越感太

足，不容易重头再来。

Gladwell呼吁，雇佣者不应该过分看重毕业

学校，相对而言，在群体中的相对排名，也许

对应聘者影响更深。如果某个高大上的雇佣单

位，说自己只招收名校毕业生，这在Gladwell看

来，是很蠢的行为。

他给学生的建议是，选择本科大学时，如

果一所大学你只能勉强“挤进去”，那还不如

去你的第二选择或第三选择，因为你在其中的

相对位置，可能会影响你的自我感觉，以及实

现目标的可能性。

而作为家长，也不要每天每时每刻，都和

邻居的孩子，和同一所学校的孩子做比较。希

望在养育孩子方面，我们能摆脱或超越“精英

机构认知障碍”，把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

不管怎样，当你下定决心挤进“精英名校

”，在享受它所带来的丰富资源、人脉、名声

的同时，也要做好承担位于组织底层，所面临

的压力和风险。

在名校“垫底”和二流学校“拔尖”

到底哪条路更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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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入侵一年俄羅斯入侵一年 烏克蘭人悲痛欲絕並發誓繼續戰鬥烏克蘭人悲痛欲絕並發誓繼續戰鬥

【美南新聞泉深】2023年2月24日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
周年紀念日，烏克蘭人周五向逝去的親人致敬，並誓言要為勝利
而戰。而俄羅斯表示，隨著入侵進入第二年，其軍隊在東部的戰
鬥中取得了進展，而且看不到盡頭。

在基輔聖索菲亞廣場舉行的儀式上，情緒激動的總統沃洛德
米爾·澤倫斯基向士兵和一名遇難者的母親頒發了勳章。當樂隊
演奏國歌時，他強忍眼淚。

他在電視講話中說：“我們已經成為一個家庭，我們中間不
再有陌生人......烏克蘭人庇護了烏克蘭人，向那些被迫逃離戰爭
的人敞開心扉。”

“我們經受住了所有威脅、砲擊、集束炸彈、巡航導彈、神
風敢死隊無人機、停電和寒冷，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在今年取得勝
利。”

澤倫斯基稍後將出席與美國總統拜登和七國集團其它富裕民
主國家領導人舉行的在線峰會，預計將承諾更多支持烏克蘭並加
強對俄羅斯的製裁。

拜登在推特上說：“我今天要重複一年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時說過的話，一心重建帝國的獨裁者永遠不會抹殺人民對自由的
熱愛，野蠻永遠不會磨滅自由意志，入侵烏克蘭永遠不會成為俄
羅斯的勝利，永遠不會。”

對於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躲在防空洞中並儘其所能支持戰爭
努力的普通烏克蘭人來說，週年紀念意味著反思。

75 歲的瓦倫蒂娜·克里桑（Valentyna Krysan）說：“我埋
葬了在服兵役時死去的兒子，我也埋葬了我的丈夫。我想你很清
楚，我現在靠自己了，這非常、非常艱難。我希望你度過美好、
平靜的一天，希望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在你的生活中重演。”
她是基輔一家商店的員工。

世界各地的盟友表示支持。烏克蘭的藍黃兩色國旗點亮了埃
菲爾鐵塔、勃蘭登堡門、帝國大廈和悉尼歌劇院，也被繪在了俄
羅斯駐倫敦大使館外的街道上。

巴黎市長安妮·伊達爾戈 (Anne Hidalgo) 說：“這場戰爭結
束後會有生活，因為烏克蘭會贏。”

俄羅斯沒有舉行紀念週年紀念日的重大公共活動，週四為一
年一度的“祖國保衛者”假期燃放煙花，週三舉行了一場流行音
樂會，總統普京出席。

據信，自普京一年前下令入侵以來，雙方已有數万名烏克蘭
平民和士兵喪生，他稱這是保護俄羅斯安全的必要措施。

烏克蘭將其視為征服一個獨立國家的企圖，其寡不敵眾、火
力不足的部隊擊退了俄羅斯在戰爭初期奪取首都基輔的企圖，後
來又奪回了大片被佔領土。但莫斯科仍佔據烏克蘭近五分之一的
領土，它聲稱已吞併烏克蘭。

俄羅斯軍隊摧毀了烏克蘭的城市，使三分之一的人口逃亡，
並在他們佔領和失去的城鎮留下了遍地都是屍體的街道，但莫斯
科否認戰爭罪。

最近幾週，俄羅斯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首
次動員中補充了數十萬新兵，發起了一場激烈的塹壕戰
冬季攻勢，儘管雙方都稱這是迄今為止最血腥的戰鬥，
但俄羅斯只取得了很小的進展。

沒有任何和平進程的跡象。普京說，他正在與西方
的聯合力量作戰，他現在將其描述為為俄羅斯的生存而
戰。基輔說，除非俄羅斯退出，否則就沒有和平。

在最新的戰場報導中，俄羅斯的瓦格納私人軍隊，
由一位與正規軍官發生爭執的普京盟友領導，聲稱已經
佔領了東部礦業小城巴赫穆特郊區的另一個村莊，這是
莫斯科攻勢的重點城鎮。

俄羅斯在包圍巴赫穆特方面取得了一點進展，儘管
進展緩慢，但未能及時奪取它，無法讓普京在周年紀念
日宣布勝利。

俄羅斯代價高昂的進攻對前線其它地方的推進幾乎沒有產生
任何影響。就烏克蘭而言，它正在等待新的西方武器，然後再開
始反擊。

訪問基輔的波蘭總理馬特烏什·莫拉維茨基說，第一批四輛
德國豹式坦克——在一個月前承諾的突破中——已經在烏克蘭。

英國宣布對俄羅斯實施新的製裁，其它西方大國預計將在拜
登領導的七國集團在線峰會前後這樣做，拜登本週前往基輔並在
華沙發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講話以紀念週年紀念日。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表示，美國將提供額外的 20
億美元援助，新的 G7 措施將針對尋求回填因制裁而拒絕向俄羅
斯出口的產品的國家。

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國際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對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

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更廣泛的 G20 財長會議上，東道主印
度沒有提及這場衝突。西方國家推動發表最終公報，記錄反對戰
爭的立場。

中國在戰前與俄羅斯簽署了“無限制”夥伴關係，並於本週
派遣其最高外交官前往莫斯科表示支持，並發布了一項和平計劃
，堅持其公共中立原則。華盛頓最近幾天表示，它擔心中國可能
會武裝俄羅斯，北京對此予以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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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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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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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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从2月8日开始，日本就

变得不“太平”了。

首先是时隔5年，樱岛昭和火山口再次喷发，其

次是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也开始喷发，这就让人感

到奇怪了，日本为啥短期内出现多次火山喷发呢？

难道这是“灭世魔头”富士山超级火山大爆发的前

奏吗？

不仅如此，位于熊本县的阿苏山，也从2月8日

清晨开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火山性微动，以及日

本其它一些火山，似乎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这让

不少日本民众担心：日本火山喷发会不会是进入了

活跃期？如果这些火山诱发了富士山火山大爆发，

后果会怎样？

那么，为何日本人这么怕富士山火山呢？

从危害程度上来看，目前日本所有的火山和富

士山相比，只能算个弟弟。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富士山所在的地方，旁边就是人口稠密的

关东平原，而且在历史上，富士山每一次喷发后，

规模和造成的影响都不小，所以，若是富士山迎来

了超级喷发，对于日本来说，那就是一场史诗级的

大灾难。

可以说，不确定何时会喷发的富士山，相当于

日本人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已

经进入到新一轮喷发周期的富士山，随时都有可能

喷发。

那么，为何富士山火山这么可怕呢？

这就需要从地球的板块构造理论开始说起。我

们生活在地球表面，虽然对这个世界了解不少，但

对于地球内部，其实我们还是一知半解。

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是由多个板块构成的，它们

漂浮在地幔上，随着板块运动，不同的板块之间，

板块边缘就会经常出现相互挤压，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会出现地震，也会出现火山喷发。

地球各个板块之间相互挤压

随着板块运动过程中的聚合、分离，在这一过

程中，密度高的板块就会下沉，然后在地下高温的

作用下，形成岩浆库。

之后，随着压力的不断加大，地幔也会在力的

作用下不断上升，这个时候，不仅会形成火山岛、

火山山脉，同时，也会导致火山喷发。

之所以日本是一个地震、火山异常活跃的地方

，就是因为日本所在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是位于多

个板块的交界处，再加上日本也位于“环太平洋火

山地震带”上，自然，日本国土上就会有大量的火

山，包括富士山，也是板块运动的过程中，受到了

边缘挤压形成的。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从时间上来看，上一次富士山喷发，是发生在

1707年，在日本历史上，是处于江户时代，当然，

在我国历史上，则是处于清朝康熙年间。

在当时，富士山喷发之前，日本先是发生了一

场大地震，根据后世研究，当时的地震规模约为8.6

级左右，显然，这绝对是一场强震。根据当时的记

载，这场大地震不仅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房屋倒塌，

而且还有数万人死亡。

地震发生后，灾区的幸存者看着被毁掉的家园

，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他们不知道的

是，40多天后，更可怕的灾难来了。

在40多天之后，富士山发生了一次强烈的火山

爆发，这是日本历史上富士山爆发最猛烈的一次。

这次大地震的震感和海啸甚至影响到了我国上海

（根据清朝的历史资料，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四日，

湖州和上海的河水上涨，并且还出现了明显震感）

。

日本关东火山爆发几天后，火山灰就开始降落

，方圆30公里的居民都受到影响。

此外，这次火山大喷发给日本带来了几十亿美

元的经济损失，死亡人数比2011年发生在日本东海

岸的9.1级大地震（死亡19747人）还要多。

正是因为富士山爆发的能量巨大，所以，这些

年来，日本人才会担忧，富士山会再来一场超级大

喷发。

1707年的日本富士山火山大喷发后，火山喷发

形成了现如今的宝永山

那么，如果富士山喷发，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我国会不会受影响呢？

来自日本的官方研究员，对此进行了分析，认

为最坏的情况下，火山灰会覆盖东京都市圈，并且

会造成大规模断电、交通瘫痪，同时，也会有一些

地区的木质住宅被压塌。所以，即使富士山喷发了

，其实它造成的危害，也不会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

可怕。

只不过，富士山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是紧

挨着东京都市圈，这里也是日本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灾后造成的经济损失，自然是少不了了。

日本活火山数量高达100多座

除了富士山，日本一共有100多座活火山，不过

，日本专家认为，即使这些火山一起喷发，它们也

不会让日本“沉没”，毕竟，全球最可怕的一座活

火山并不在日本，而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作“地球火药桶”的黄石

火山，也和富士山一样，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喷发

周期之中，所以，真正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次土耳

其地震后，全球多地都出现了地震，而且一些火山

还开始喷发，这是不是意味着，地球已经进入到新

一轮的地质活跃期了呢？

美国黄石火山口

地球板块进入活跃期，美国的黄石火山会被

“唤醒”吗？

先让我们看一组数据：

1900年以来，全球平均每年发生的6级以上地

震，大约为154次。其中6级以上地震133次，7级以

上地震20次，8级以上地震1次。

而在去年，全球6级以上地震一共发生了112次

，其中105次是6级以上地震，7次是7级以上地震，

并未发生过8级以上大地震。

日本8级以下地震分布图

所以，从这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去年地球的

地震频率，是要低于过去100多年来的平均水平的，

如果再让我们将这组数据的对比时间拉长，即使是

过去3年也是如此。

因此，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地球并未进入到

“地质活跃期”，至少在这一次土耳其大地震发生

之前，地球的地震频率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状态。

世界六大板块挤压情况，可见日本东边全线位

于地震带中

那么，如果地球进入到地质活跃期，美国的黄

石火山会不会被唤醒呢？

其实，黄石火山的喷发，主要与地下岩浆库有

关，虽然它也会受到地质运动的影响，但这种影响

却并不大。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专家认为，黄

石火山具有60到80万年的喷发周期，目前距离它上

一次的喷发，已经过去了60多万年，所以，即使没

有土耳其大地震，即使未来地球的地质运动较为平

稳，它也仍有可能会喷发。

其实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就有外媒关心起“黄

石火山喷发”的问题了，当时美国生命科学网上，

还发表了相关的讨论文章，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

议。

黄石火山作为全球最危险的一座活火山，在历

史上，它的喷发间隔时间都比较长，比方说倒数第

三次喷发是在210万年前，倒数第二次喷发就是在

130万年前，最后一次喷发则是在64万年前。

这也说明，黄石火山喷发一次后，它是至少会

在未来几十万年的时间里，变得相对稳定，不会引

发什么大灾难。

相较于日本富士山喷发，主要是以日本人关注

比较多不同，黄石火山喷发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因为它历史上的每一次喷发规模都

非常庞大，而且一旦喷发，影响也将是全球性的，

和富士山主要会影响日本本土不同。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黄石火山内部藏着大量

熔浆，一旦出现超级喷发，火山灰将遍布整个美国

根据研究显示，在黄石火山的喷发历史上，它

曾经一度达到了8级喷发，这是啥概念呢？

要比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的6级喷发威力，还

要强100倍。

和地震一样，震级越高，所造成的危害就会越

大，火山喷发也是如此。如果黄石火山的下一次喷

发，是一场8级喷发，那么，虽然它不至于让人类文

明走向终结，但也会给人类带来一个长期，甚至是

毁灭性的破坏力。

根据研究，科学界对于火山喷发的等级划分，

一共分为8个等级，其中每增加一级，威力就会翻10

倍，这也是为何8级火山喷发的威力，是6级喷发

100倍的原因。

当然，虽然火山喷发只被划分到8个等级，但这

并不意味着，地球上的最强火山喷发等级，就只有8

级，只不过从以往的火山喷发记录来看，地球都不

曾发生过9级喷发。所以，大家才会觉得，8级喷发

就是最可怕的了。

科学界对火山喷发的等级进行划分，一共分8个

等级，由上图可见，火山喷发每增加一级，能量翻

10倍

和8级以上的地震一样，8级的火山喷发，也不是经

常出现的，根据数据显示，过去的1.32亿年里，已

知的8级火山喷发一共发生过40次，其中威力最大的

一次，发生在3000万年前，当时发生的地点，正是

位于现在的美国犹他州。

可以说，幸好这场喷发是发生在3000万年前，

如果是发生在人类文明刚起步的时候，可能现在人

类就不是地球之主了。有一些研究者认为，3000万

年前位于今美国犹他州的火山喷发，应该是属于8级

以上的喷发。此外，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8级火山喷

发，则是发生在2.7万年前，发生地点是新西兰的陶

波火山。

新西兰的陶波火山现状

其实，我们通过数据计算可以得知，平均每330

万年左右，地球上才会发生一次8级规模的火山喷发

，所以，虽然黄石火山蠢蠢欲动，但它达到8级喷发

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当然，若它真的达到了8级喷

发，对于人类世界来说，将会是致命一击。

然而朋友们，你们知道8级火山喷发究竟有多可

怕吗？

首先，当火山灰进入到平流层之后，它们就很

难在落入地面了，这些火山灰也不会很快消失，它

们会在平流层中慢慢扩散，很快就会出现在世界各

地的上空。

火山灰

火山灰遮天蔽日，犹如一把“遮阳伞”，这会

导致太阳光难以照射到地面，全球陷入到阴蒙蒙的

天气中，气温也会随之骤降，这也是在历史上曾经

发生过的“无夏之年”，当然，7级喷发造成的“无

夏之年”，它的影响是绝对没有8级喷发大的。

随着“无夏之年”的到来，首当其冲的，就是

人类农业遭到重创，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作物死掉，

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农作物欠收，甚至是颗粒无收的

情况，这也会导致一场可怕的粮食危机席卷全球。

其次，若是发生8级喷发后，全球降温将会超过

2摄氏度，大家或许会觉得，现在温室效应已经让地

球升温了，这样一来，影响并不会很大，但是，这

种降温是属于全球性的“气温骤降”，它的出现，

会导致大量物种走向灭绝。

此外，如果真的发生了8级喷发，无论这座火

山是不是美国黄石，它在喷发的一瞬间，都会释

放出难以想象的能量，根据预估数据来看，8级喷

发时产生的威力，将会是现在全球所有核武器同

时爆炸后，所产生的能量的3倍以上。而且喷发一

瞬间，声音也将会传遍半个地球。由此可见，地

球上若真的发生了8级喷发，人类文明注定会遭遇

重创。

日本多座火山喷发，会诱发富士山爆发吗？

淡水鰻魚尋訪記淡水鰻魚尋訪記
這家位於韓國街的燒烤店評分

極高，店主採用的都是肉質豐滿的

整片鰻魚。首先要把鰻魚切成兩半

煎烤，待表面焦黃後，用剪刀把它

剪成入口大小的長條，直至煎烤到

兩面焦黃。

芝麻葉包裹鰻魚，根據口味搭配醬

汁，入口油而不膩，酥脆，清爽，

肉菜相間味道極有層次感。

那麼，這麼好吃的鰻魚是哪裡來的

呢？

餐 館 老 闆 告 訴 記 者 ， Lifewood

Fishmarket是他們的供貨商。這是

一家有著45 年經驗的魚類貿易公

司，一直以新鮮和優質的魚類聞名

，魚工廠更是規模龐大，擁有100

個魚缸。因此，我們特意走訪了這

家公司，負責人告訴我們。他們供

應的是淡水鰻魚。

鰻魚分兩個種類，淡水鰻和海鰻。

世界各地的淡水鰻種類繁多，但市

場上交易的淡水鰻以我們現在吃的

這款最為著名，它叫歐洲淡水鰻魚

，學名是“安圭拉”，比海鰻貴10

倍，比日本淡水鰻大，而且肉質更

豐厚。

淡水鰻魚是一種全球瀕危魚類，營

養價值極高。在東方，特別是在中

國、韓國和日本，鰻魚肉被認為，

可以增強男性的體力和延年益壽，

而女性則以恢復健康和美容養顏著

稱。

除了鰻魚BBQ，它的吃法也是豐富

多樣的，可以用烤箱烘焙。

1-烤箱210度左右烤鰻魚13分鐘左

右。中間翻一次。

2-烘烤約13分鐘後，塗上紅燒醬

約3次，烘烤約10分鐘。

也可以用空氣炸鍋烹飪。

1-空氣炸鍋溫度180度左右。

2-設置後烘烤7分鐘

3-切成一口大小的塊

4-另一面再烤7分鐘出鍋

總之，今天我們是不虛此行，不僅

品嚐到了美味的鰻魚，還收穫了鰻

魚的烹飪方式和營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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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美國

我叫郑玉慧，来自辽宁省辽阳市，从事美容

行业，漂泊在日本和美国22年。

我从小性格顽皮，人称“三猴子”。我不甘

过穷苦的日子，自己借钱到日本留学学美容美发

。

异国他乡，我和做按摩工作的老公一见钟情

，闪婚后一起在日本打拼6年。一场旅行，我们

选择到美国重启生活。没想到，日本和美国的差

异，却让我崩溃。

美国的打拼有苦有甜，我们靠自己的努力买

下了200多平的大房子。然而，我却身患癌症，

失去了做妈妈的资格。

更没想到的是，枪击案有一天会真实地发生

在自己身上……

1972年，我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县一个

小农村。爸妈都是农民，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

我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我从小属于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因此性格

很独立，什么都靠自己。因为太调皮，大家给我

起个外号叫“三猴子”。

上学时，我的成绩很一般。高中毕业后，我

就出门打工了。可是没有文凭的我，一连找了几

份工作，都没挣到钱。我意识到，还是要读书有

文化，才能找个好工作。

于是，我重返校园复读了一年，最后考上辽

宁广告电视大学，学办公室办公自动化。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三年的大学，我靠打

工解决了生活费和部分学费。周围人给我起个新

外号“拼命三猴子”。

当时，我的婶婶是做美容美发行业的。我也

非常爱美，经常去她店里，跟着她学了不少手艺

。有时，我在店里帮忙做美甲、美发等小项目。

当时特别流行纹绣，我也好钻研，又跟着婶

婶学会了纹绣的手艺。后来社会上又掀起一股日

韩医美绣的热潮。我便萌生了去日本留学的想法

。

因为我了解到日本的美容不仅有国际领先的

技术和设备，而且非常注重塑造个性之美。

当时身边很多美容行业内的人都去日本打工

，比国内赚得多几倍。我跃跃一试，想靠出国改

善贫困的家境。

于是，我亲自到亲戚家，挨个和他们说我的

想法，东拼西凑地借了大约10万块钱。幸好当

时我姐家里开着红砖厂，给了我很大资助。

2000年，我一人来到日本东京，读上野语言

学校。

因为到日本学习美容技术，需要先过语言关

。语言合格后，还需要考试才能到美容学校进一

步学习。

我在日本读了3年的语言学校，1年的专业

美容学校。因为日本学美容的费用实在太贵了，

一年要将近 300 万日元（18万人民币）。

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我都靠做兼职挣钱。

好在日本打工可以拿时薪，我每天同时做着几份

工作，清洁工、售货员、收废品、操作工。

因为夜班的时薪比白班要高3倍，我经常选

择晚班，多赚加班费。真是应了那个外号：拼命

三猴子。

在日本，想从事美容行业，对技能要求相当

严格。

日本的美容专业课程中，不仅包含日式美颜

技术、皮肤的构造与类型护理，而且还有美容沙

龙的经营理念、接待流程、礼仪等服务细节的培

训。

即使通过专业技术考试，熟练掌握各种手法

技巧，获得美容美发师证，还必须经过3年实际

操作，再次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获得从业资格

。

资格证书的获取，必须凭着扎扎实实的技术

才能拿到，容不得半点潜规则。

严格的环境，培养了我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严

谨的工作态度，这也成为我日后赚钱的一计之长

。

日本美容服务的要求非常高。每个服务人员

都要用特别谦虚的态度，耐心地和客人反复讨论

方案。直到100%满足顾客需求后，才能进行接

下来的工作。

过程中，对顾客提出的意见，要一再鞠躬表

达感谢。甚至，顾客有抱怨时，服务人员会扑通

下跪，趴在地上一再致歉。

这服务阵势，把我吓一跳。男儿膝下有黄金

。虽然我不是男儿，但是这下跪的事咱可不能做

。

因此，在工作中，我特别谨慎，力求完美，

更学会了极限式的隐忍。

有了美容执照后，我先是去美容院工作了一

段时间。但是美容院对新手和老手的层级分管很

严格。即使技艺再好，也要受先辈的排挤。

后来，我就自己开个小工作室。

当时，在美容院做一个头发，大概需要1万

日元，我就给客户半价，做的比美容店还好。客

户满意后，我再让客户转介绍客户。

日本的节日比较多，而且过节时大部分人喜

欢开party，对美容美发、化妆等需求非常多。

我经常主动上门为客户服务。做完服务，再

赠送她们美甲等小项目。几个朋友一起做，我给

到的优惠更多。大家都很开心，特别愿意搭伴一

起找我。

靠着这种模式，我积累了自己的客户圈。凭

着精湛的手艺、实惠的价格，我的小生意很火，

每年都能赚10几万。

2010年，我在网上认识了我老公。他是沈阳

人，比我小四岁，来日本2年了，在美容院做按

摩的工作。

我们见面后，他对我一见钟情。不到一个月

，我们没跟父母商量，就直接闪婚了。

婚后，我们开了自己的按摩店。我一边做美

容美发美甲的业务，老公做按摩业务。每个月大

约能赚3万多人民币，我们很知足。

但是，老公性格太过爽直，情商比较低。在

做服务时，经常会被投诉。时间长了，客群流失

严重，店面经营很不稳定。

最惨淡的时候，每个月店里的收入都不够支

付房租的。就连我挣的钱都要赔一部分进去，我

们就把店关了。主要靠我的收入维持两人生活。

2013年，我们结婚纪念日去了美国的夏威夷

度假。

或许在日本被压抑久了。我们一下喜欢上了

美国那种奔放、热情、放松的舒适感。

老公说，那种大声说、大手做、抡起袖子大

口喝的感觉，太让人怀念了。没有人会妨碍你做

什么，甚至还会主动加入。这点特别符合我们东

北人的脾气。

回到日本后，老公和我商量到一起到美国打

工。凭着我们按摩和美容的手艺，在美国会赚的

更多。

因为我的英语不太好，所以我们选择来到华

人最多的城市旧金山。

来到美国，我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农村。我

简直不敢相信这里的农村几乎没有混凝土的建筑

，大部分房子都是用原始的木头和一些奇怪的材

料建成。看上去比我老家还要落后。

而且，美国人在穿着上也特别不讲究。很多

人，穿着大拖鞋，大T恤，不化妆直接出门。有

的女人连胸罩都不穿，走在大街上。这股放松闲

散的感觉，让我们很不适应。

我们属于到哪都不打怵的性格。很快，我们

跟周围华人熟悉起来。大家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和

帮助，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老公继续干他的按摩工作，但是我要想做美

容，必须得考美国的执业资格证，才能做老本行

的工作。

我先找到一家足浴店，干抠脚丫子的活，每

天大约挣60美金。大概干了三个月，我直接累

瘫了，索性辞职不干了。

我们没有绿卡不能直接办营业执照。于是，

我们和一个在当地生活很久的中国人，以他的名

义，合作开了个按摩店。

开业初期，我还是采用我在日本的老方法，

实行半价优惠，吸引客群。同时，让客户转介绍

新客户。

刚开始，我们挣的不多，除了房租和交税，

也就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

一直到2016年，我把美容的相关执照陆续

考了下来，我们就开了自己的按摩兼美容店。

基于前期客源的培养，新店开业又搞了很多

促销活动。因此店里的生意一度火爆，我们每个

月能挣1万多美金。

2017年，我们陆续开了2家分店。但因为按

摩的学徒工培训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顾客

对按摩的经验和手法也比较挑剔。因此，新店经

营并不是很顺利。

加上，每个月3个店的房租都需要将近2万

美金，成本越来越高。2家新店一直都处于赔钱

状态，只靠一个店的赢收补其他店的支出。没办

法，我们关了两家新店。

2018年，我跟老公花了40万美金（200多万

人民币）在美国买了一套200多平的两层房子。

美国是允许做 home office的，因此我们单

独留了一个房间，在家里开了店。这样每月就省

下一大笔房租。

我依旧选择上门服务的方式，不仅给客户提

供了便利，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开发了更多的客

户。每年大约能挣小100万。

在外人看来，我们的收入很高，光鲜亮丽。

但从事服务行业所遭受的各种刁钻心酸，也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

我服务的主体以中年女人为主，客户的层次

参差不齐，情绪上很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干扰。因

此，被客户刁难也是常有的事。

经常有客户在纹绣定款式时，不愿意听取我

专业的建议，坚持自己的想法。做完当时，都喜

欢的不得了。

可是过了几天，张三说宽了，李四说窄了，

王五说颜色重了，自己也就不满意了，回头再找

我抱怨连天，改来改去。

这方面的困扰，和我之前在日本时截然不同

。日本客户一旦定好了方案，几乎不会因为别人

的评价影响自己的心情，也很少事后找麻烦。

庆幸的是，我在日本多年，养成了忍耐的习

惯。无论面对多么不合理的要求，我始终秉承

“客户就是上帝”的原则，不理论，不辩解，直

到客户满意为止。

最让我崩溃的是在守时、守规矩上的区别。

众所周知，日本人特别守时。一旦约好了时

间，顾客会不会耽误一分钟。如果耽误了，会给

对方下跪道歉。

在美国工作时，工作没有高强度，也不需要

太严谨，我感觉可轻松了。可也正是太随意，有

时我需要花一两个小时等客户，导致我的计划总

被打乱。

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们这个行业受到了

很大的冲击。我们的生意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一

下从巅峰跌到谷底，连续好几个月没有收入。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2021年9月，我查出患了卵巢癌。从预约到

做手术，我等了2个多月的时间。更悲哀的是，

做完手术当天，医院就让我们出院回了家。

我也彻底失去了做妈妈的权利，精神和身体

的痛锥心刺骨。

我对老公说：“我都不能生孩子了，咱俩离

婚吧。”

老公平时大大咧咧，说话办事经常不过脑子

。但这时，他却异常坚定地对我说：“说啥胡话

呢？我倾家荡产也会陪你治病，你什么也别想，

安心养病就行。”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而我在患难的时候，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

而且对我不离不弃。这才是患难见真情。人生虽

有遗憾，但能和老公相依相伴，我这辈子也值了

。

之后，我专心在家养病，没有继续工作。老

公学了大卡车驾照，找了份大卡车司机的工作赚

钱养我。

实际上，大卡车的工作特别辛苦。跑长途的

时候，连续十几个小时不睡觉。困的时候，吃大

蒜，薅头发都不好使，只能往头上浇冰水。

更不要说吃饭了，因为人吃饱饭会犯困。为

了防止犯困，我老公一天只吃一顿饭，肚子饿的

咕咕叫。不到半个月，他瘦了十多斤。

每当看到街头的大卡车，我就会特别担心，

痛苦、愧疚、绝望、种种情愫在心头交织。我也

越来越焦虑，差点抑郁了。

后来，我开始学着做直播、拍视频，经常在

自媒体平台上和粉丝聊天、讲美国的见闻，心情

也渐渐缓解。

时光飞逝，我们在美国生活了9年多，除了

为生活奔波，最大的担忧还是安全问题。

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允许公民持枪，因此在美

国买枪不难，甚至有0元购，子弹更是白菜价。

但，这也让很多当地的无业游民有机可乘。

尤其一些黑人专门盯着穿名牌、开豪车的华

人，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明抢打劫。因此我们家里

的门都是安两三道防护锁，大部分独栋住宅都会

养狗看门。

2022年9月，一名喝醉酒的西班牙裔男子强

行闯入一户华人家中。

据当事人的姐姐透露，这户华人与暴徒发生

了激烈的打斗。慌乱中，当事人朝入侵者开了一

枪，将来人击毙，救下了老公。

事后，警方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伤情，认定华

人夫妻是正当防卫。而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屡见

不鲜。危险，时刻在身边。

想想这么多年，28岁的我背井离乡，为了

碎银几两，在日本漂泊12年，在美国又待了近

10年。

我从当年懵懂无知却敢闯敢拼的三猴子，变

成了漂泊在外22年的游子。途中多有贵人，也

偶有小人。忙忙碌碌，半生已过。

独在异乡的土地，我时常仰望着家的方向，

繁星点点，我又何尝不想念故乡？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落叶归根是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漂泊在外游子的午夜梦回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41岁东北女人到美国开按摩店年入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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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由巨東影業，閨蜜文化出品，黃
純執導，蔣依依，佟夢實領銜主演，張炯敏
、鄭妙、劉怡潼、田爽主演的都市勵誌愛情
劇《妳是我的永恒星辰》於2月3日在優酷
和愛奇藝視頻正式開播，該劇自曝光劇照
以來壹直受到廣大觀眾的無限期待，其精
致的演員陣容、服化道設計以及別出心裁
的劇情使之熱度頗高。

歷時三年籌備 古風結合科技
《妳是我的永恒星辰》在故事題材上

進行大膽突破，不僅將人物身份、職業及
愛好設計為當代年輕人熟識的“電競主
播”和“二次元狂熱者”，在其感情線的
設置上也十分新穎，這對“反差萌小情
侶”是如何從互不相關走到壹起的呢？

該劇的主角分別為有著對自身愛好的無限
動力，壹個是甜美、善良、對生活充滿熱情，
壹心弘揚國風文化的古風美女林小笛（蔣依依
飾），和性格冷淡、擁有百萬粉絲的電競主播
並獲得網絡科技大獎的男神陸宇恒（佟夢實
飾），從人物設定來看，兩名主角皆是對生活
有著熱情與動力、滿滿正能量的人物，在各自
的領域閃閃發光，由此可見，此劇不僅僅以愛
情為基調，更希望講述關於夢想的故事。

揣摩觀眾心理 不局限於甜寵
如今年輕觀眾對偶像劇的審美偏好不再僅限於主演顏

值和劇情邏輯，更多把目光放在了主題立意上，該劇從觀
眾視角出發，力呈關於年輕人為夢想互相鼓勵、共同成長
的故事，女主角以主播身份宣傳國風文化及傳統漢服文化
，夢想把國風推向國際，讓世界感受到中華文化之美；男
主角壹直為培養網絡科技人才、引導青少年正確的遊戲價
值觀和網絡價值觀而努力。

《妳是我的永恒星辰》是壹部不僅僅局限於戀愛的劇
作，在其開播後，許多對電競、二次元、國風感興趣的年
輕觀眾紛紛開始追劇，他們帶著對題材的喜愛，同時也渴
望從中得到更多現實的共鳴，蔣依依、佟夢實、張炯敏、
鄭妙、劉怡潼、田爽等年輕壹代演員們在劇中的表現，或
許更能讓擁有相同愛好的觀眾們找到為夢想努力的方向，
用作品給予大眾壹份真誠與能量。

大鵬執導電影《保妳平安》

定檔3月10日
爆笑暖心 平安啟航

電影《保妳平安》正式發布定檔海報，宣布定檔3月10日。本片由
大鵬執導，陳祉希擔任總制片人，蘇彪、大鵬編劇，大鵬、李雪琴、尹
正、王迅、王聖迪領銜主演，馬麗特邀友情出演，宋茜、白宇特邀出演
，賈冰、楊迪、潘斌龍、倪虹潔主演，喬杉、於洋、劉金山、曹炳琨、
梁超友情客串。影片裏中年落魄男人魏平安（大鵬 飾）在本就不順利
的工作中還意外卷入了壹場辟謠風波，但為了他人托付，踏上了令人啼
笑皆非的辟謠之路，最終結果如何，引發觀眾好奇！

“態度大師”魏平安，壹路狂飆排除萬難 爆笑式辟謠
在影片發布的定檔海報中，由大鵬飾演的魏平安在被夕陽映照的車

中滿臉笑意並高舉大拇指做點贊動作。海報中布滿了貼著愛心的對話框
，反向對應了電影中“辟謠跑斷腿”的艱難之路，魏平安面對復雜的周
遭環境依然堅守正義，找尋真相。《保妳平安》雖然作為壹部喜劇片但
也具有壹定的深層意義，影片反應了當代社會存在的壹種現狀——造謠
很簡單，但終會傷害到無辜的人。這也提醒著觀眾們在面對流言時，應
該做到不信謠，不傳謠。

魏平安為了正義堅持做著自己覺得正確的事情，就如同本片的導演
大鵬壹樣，從《煎餅俠》到《縫紉機樂隊》再到《吉祥如意》，不管是
作為演員還是作為導演的大鵬，壹直都在進步，不斷地嘗試，不斷地堅
持做著自己認為正確的事，用樸素和真誠的方式講述故事。

2023年春季喜劇首選，大鵬李雪琴共創口碑好喜劇
在影片《保妳平安》中不僅有大鵬的爆笑演繹，李雪琴的大銀幕首

秀也令人驚喜。自帶親近感的李雪琴在《保妳平安》中飾演魏平安的妹
妹魏如意，平安如意快樂集結，在魏平安漫漫破謠路中她會是壹個什麼
樣的存在？她的表現又會如何呢？網友們表示十分期待。

電影《保妳平安》作為2022年海南島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放映結
束就引得了眾多觀眾的好評。有觀眾評價這是壹部“好笑、好看又好哭
”的電影，也有觀眾說這是壹部“邏輯清晰，立意感人”的電影。正是
因為社會需要如同魏平安這樣的人物出現，他們善良、真誠、正義，堅
定地尋找真相，魏平安用行動感染著周圍的人，也感染著在大銀幕前觀
看這部電影的觀眾們。

《不止不休》定檔3月24日
白客張頌文直面困境尋找真相

由青年導演王晶執導，賈樟柯監制，白
客、苗苗、張頌文領銜主演，宋洋特別出
演，王奕權、周野芒主演，秦海璐、胡天渝
友情出演的現實題材電影《不止不休》今日
發布定檔海報與預告片，正式宣布將於3月
24日全國上映。電影通過實習記者的成長歷
程，展現了在新聞真相面前，媒體人的選擇
與堅守。

白客張頌文探尋新聞真相
直面選擇叩問人心

電影《不止不休》講述了紙媒為王的時
代，壹位涉世未深的報社實習記者韓東（白
客 飾）試圖通過壹篇新聞報道，去改變壹億
人的命運的故事。海報中，冷暖色調交織，
呈現出現實與理想的碰撞，新人記者韓東充
滿迷茫、糾結，資深記者黃江（張頌文 飾）
則態度堅定，新老記者的眼神對峙中透出
復雜情緒，似乎訴說著各自的堅持。身後
的報紙印刷機深度還原紙媒黃金時代的氛
圍感，並見證著他們筆下的新聞故事，履
帶之上充滿光明與希望。他們用筆觸記錄
著時代洪流中的真實故事，壹起探尋新聞
背後的真相。

預告片中，敲擊的鍵盤揭開被掩藏的真
相，“妳不要以為壹個人可憐，就沒有錯”，
“那有可能是我們錯了”，黃江憤怒扯掉韓
東的記者證，雙方各執己見，都堅持著自
己認為對的事情。壹句“咱們當記者的，
改變不了什麼的”道出了記者們在面對現
實時的無奈，而作為初入職場的新人，韓
東選擇用滿腔熱血擊破現實的無奈，“這
世上的事兒，有哪件是跟我們壹點兒關系都
沒有的呢？” 來自內心深處的反問擲地有
聲，直擊人心。從新聞的記錄者到時代的參
與者，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中，將角色的不甘
與熱血展現得淋漓盡致。

全員實力派演繹勵誌故事
頂級制作團隊保駕護航
此前，影片曾入圍第77屆威尼斯國際電

影節、第45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第36屆
華沙國際電影節、第4屆平遙國際電影展

“藏龍”單元等多個海內外國際電影節展，
並榮獲第 42 屆開羅國際電影節“國際影
評人周” 最佳影片，成為各大電影節展的
“寵兒”，備受行業矚目。

導演王晶憑借本片獲得了第4屆平遙國
際電影展“費穆榮譽·最佳導演”，白客、苗
苗、張頌文、宋洋等演員精湛的演技也受到
觀眾與媒體的盛贊。影片中，白客完美詮釋
職場新人的無畏與“北漂”困境中的無助；
苗苗飾演韓東的女友小竹，溫柔堅強、善解
人意，給予了他在困境中堅持的勇氣；張頌
文成熟、沈穩的氣質與資深記者黃江完美契
合，並用高超的演技還原記者的艱辛與堅
守；宋洋挑戰考研屢屢碰壁的學生張博，他
的求學經歷也觸發了韓東對記者職業的思
考……此外，還有王奕權、周野芒、秦海璐
等實力演員驚喜助陣，以及音樂人胡天渝跨
界參演，全員演技派共同呈現壹段暖心又勵
誌的故事。

據了解，本片導演王晶曾在《山河故
人》、《江湖兒女》等電影中擔任執行導
演，擁有豐富的經驗。此次新作，不僅有著
名導演賈樟柯擔任監制並友情出演，劉小
昭、張冬擔任制片人，更有著名攝影師余力
為擔任攝影指導，燈光指導黃誌明、美術指
導劉維新、造型指導李華、聲音指導張陽、
作曲半野喜弘、剪輯指導馬修等都是業內首
屈壹指的頂級大咖，如此金牌班底的保駕護
航，將觀眾期待值拉滿。電影《不止不休》
由陌陌影業有限公司、上海暖流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上海聯瑞小樹苗影業有限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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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间�厅

800样�上�点

AMA ON-THE-GO

休斯顿春天乍暖还寒���合来�热腾腾的海鲜⾖腐汤�
鲜味⼗⾜的汤头�����⾖腐与Q弹海鲜�让⼈⼀⼝�
⼀⼝停不下来����韩式�⽜仔��很推��调味恰到
�处�⾁质软�不�还带着⼀丝�油的�⽓�Korean
Garden Restaurant做的海鲜�饼�⽽不湿���实在�
喜欢海鲜�饼的朋友�⼀定�尝尝看�

喜欢动⼿��DIY的朋友�⼀定�来中国城附�这间韩式BBQ�⾁⾃助��单�⼈收费��为30�元和35�元
两��建议点35元可�⼀�品尝�部⾁��当��⾁之余�别�了�����店家免费提供��12�⼩��
还可�⽆限续盘超划��

这间韩式居�屋位在休斯顿凯�亚�城�结合�吧�KTV、BBQ韩式⼩吃�店内�放韩国�⾏歌曲�整体HIP
HOP�围浓厚�不只年轻⼈喜爱��很�合下�后与三五�友⼀�唱歌⼩��在这⾥你可�品尝到⼗���
的韩国⼩吃�包�韩式�鸡�海鲜�饼�辣�年��这⾥的�种��不少��⼠忌�鸡尾��啤�应�尽��
推�店家�⾊调�����柚�蓝���合�性⼝味�

凯�亚�城(Katy Asian Town )是休斯顿西郊�两年兴�的热⻔���由华�创业家Josie Lin �⼠�⾃投�
�产项⽬开发经营�坐�于�际�路-I10与德�99号�路的出⼝交会处���休斯顿市区仅25�钟⻋��这
⾥汇�H-mart亚�超市与Jcpenny连锁百货�还�喜满客影城�⼤型室内卡丁⻋游乐场��你⾼尔夫渡假村
�娱乐场所�是结合休闲与��⼀站式⼴场�想品尝⼴式�川式�韩式与东南亚���不同⻛味的亚��这⾥
��都��居住在休斯顿凯�区域的朋友�可��过「AMA On-The-Go」��平台�根据喜�⾃由选择�
��⼀�订购�间�家的�点�并只�⽀付⼀��费�将����到家�满⾜�家����与朋友�会开派对
的�求�轻�在家享⽤�样��盛�点�

位在休斯顿市区的中国城��别于平时⼤家熟知的韩式�
理�这间�厅�韩式猪��汤饭和�肠闻��热腾腾的猪
⾁汤饭是韩国的国⺠�理�汤�⽤⼤��成⽩⾊的�放�
猪�和�丝⼗�暖��韩式猪����匀�⼝�Q弹不油
腻�⼀⼤盘�量⼗⾜�⽽�肠是韩国的传统街�⼩吃�将
�⽪⽤猪⼤肠的⽪⾐���丝和�饭�

�址: 9501 Long Point Rd, Houston, TX 77055

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6 Houston, TX 77072

�址�23119 Colonial Pkwy Suite A-7, Katy, TX 77449

�址: 9114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三⼗� )

休斯顿韩式�理推��凯�亚�城

soju 101 韩式居�屋KTV�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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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续席卷�国�韩式�理在休斯顿⼈⽓居⾼不下��

受��与当�居⺠的欢��我们�别整理休斯顿⼏间必访

的正�韩国�馆�

Korean Garden Restaurant HANDAM BBQ 韩式�⾁⾃助

soju 101 ��会社

「AMA On-The-Go」专���平台贴�⽤戶习惯Jang Choong Dong

REALTY GROUP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KATYASIANTOWNTX@KATYASIANTOWN

凯�亚�城����到家AMA ON-THE-GO
�元亚�⻛味�点⾃由�� ⼀�订购�间�家的�点 只�⽀付⼀��费

扫码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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