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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脫鞋就上床

不少美劇迷都有這個疑問：“美
國人回家都不脫鞋子的？就這麽穿
著鞋子踩上沙發甚至上床？”原因有
三：一：觀念不同歐美人與中國人對
物質的觀點不同，美國人認爲物質
是爲人服務的，要盡情的享受物質
世界，而且，物質來源相對充裕，髒
了、壞了就不要了就該更新，所以沙
發和床盡管踩沒關系。第二：美國相
對幹淨，有空地的地方就種草，所以
灰塵和泥不多，在外面走一天，鞋子
也髒不到哪兒去；到處踩踩沒關系。
第三，美國家裏大多有地毯，鞋子穿
進家裏，蹭蹭就幹淨了。

2. 一年四季喝冰水

美國人一年四季喝冰水；它們
的飲水機上只有兩個檔：熱水(僅限
用來泡速溶咖啡和茶包)和冰水(直
接喝)。溫水是什麽？美國人不懂。小
編來美國以後，常常可以看到，即使
是在氣溫零下的冬天，星巴克裏點
冰咖啡的也大有人在。

強健的美國人民更加沒有“坐
月子情況下不宜喝冰水”的概念；美
國女生在生理期照樣喝冰飲；甚至
生完孩子就立刻喝一大口冰水解
渴！

3. 一邊吃漢堡一邊喝 Diet Coke

最美國的食物就是漢堡配可
樂。可樂是美國人發明的，這玩意兒
一開始綠色的，是用來治頭疼的西
藥；後來發現加了糖以後很好喝，就
被拿來當飲料賣了，再後來就風靡
美國乃至全世界了。漸漸地發現，這
個搭配雖然美味方便，但是沒營養，
熱量還爆棚！街上的胖子越來越多，
聰明的美國人坐不住了，就發明了
一個Diet Coke(健怡可樂)，熱量比一
般的可樂減少99%。于是他們就開心
地跟阿Q似的，繼續吃漢堡配可樂
了；坐等自己熱量攝入少了以後“慢
慢瘦下去”的那一天。但是說實話，
漢堡薯條的熱量擺在那兒，光喝個
Diet Coke有什麽用呢？而且反正都
吃了漢堡薯條了，還Diet Coke幹嘛
呢？

4. 夏天也穿UGG

當年看《生活大爆炸》第一季第
一集的時候，當時就很納悶：大美女
Penny爲什麽穿著短T和熱褲，腳下
卻踩著一雙 UGG？她不熱嗎？當時只
覺得Penny是奇葩一朵，來了美國以
後才發現，美國人夏天穿 UGG根本
就是一個傳統習俗嘛！UGG不是雪
靴嗎？

終于忍不住去問人了，得到2個
答案：一。“UGG 選用上等的一體真
羊皮毛能夠吸受靴子裏的濕氣，如
同人的肌膚一樣自動調節並優化靴

內的穿著內環境。二。美國夏天室內
的空調很冷的！不穿雪靴還覺得凍
得慌呢……呃。好吧。能理解能穿的
同志們上吧。

5. 冬天照樣穿短袖

同樣有感于美劇，當年看《欲望
都市》的時候，就非常驚訝于Carrie
可以吊帶裙外搭貂皮大衣……您到
底是冷還是不冷？來了美國以後，更
加發現，買夏裝是最劃算的，因爲可
以穿滿四季啊！

除了他們吃紅肉體質熱能禦寒
以外，小編曾經想過，他們每天喝冰
水，夏天UGG冬天又短T，是不是溫
度感知有問題？但不是，因爲只要天
氣稍稍一升溫，立刻又是短袖T恤飄
滿大街。

不過後來也發現，每個美國家
庭的沙發上都有毯子，冬天的時候
他們都會披著毯子在沙發上看電
視，像裹粽子絲的，美國人民還是怕
冷的。

6. 喝自來水可以，自來熱水不可以

在美國，大部分州的自來水是
可以直接飲用的。剛開始你可能會
覺得十分別扭，因爲自來水有種特
別的味道。不過這的確是可以飲用。
曾有機構做過測試，發現自來水的
衛生程度比超市賣的某些礦泉水要
高。並且喝自來水而非瓶裝水有利

于保護環境。
但是記住，千萬不要喝熱水口

出的自來水哦，因爲兩邊的水源是
不一樣的，用于熱水的自來水質量
是遠遠低于冷水龍頭所出的。

7. 給服務員小費

在美國給小費是一個很常見的
現象，從餐廳吃飯、坐出租車、讓酒
店工作人員幫你拿行李等等，都需
要給一定數額的小費作爲給對方勞
動的一個認可和補償。大部分情況
是占你消費數額的15%左右。當然你
可以根據這家餐廳/酒店的高級程
度，服務的質量有所調整。但是不給
小費一般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爲，而
且會讓你成爲不受歡迎的客人。

8. 外褲穿得比內褲低

如果問“美國人審美裏你最不
能接受的一點是什麽”，小編肯定一
秒不帶猶豫地回答---Baggy Pants！這
種外褲比內褲還低很多很多的穿法
實在是理解無能啊！

Baggy pants是一種在美國黑人
社區首先流行起來的褲子，幾乎所
有的嘻哈明星都穿過這樣的褲子招
搖過市，賈斯汀比伯更是對這種褲
子喜愛有加。

9. 早上洗澡

美國人與中國人不一樣，我們

晚上洗澡，他們早上洗澡。美國如果
是化了妝的女生，晚上一般就洗洗
臉然後上床睡覺。小編怎麽想都不
舒服，但是美國人解釋說，只要是在
有空調的地方工作就可以早上洗
澡，如果是在戶外，那麽晚上也是要
洗的。

這個原因小編就不深究了，不
過每次看到早上來上班的美國女生
們各個都頭發蓬松發型完美；對比
自己睡塌了的頭發，小編也會認真
的思考一下早上洗澡的合理性。不
過每每想到要提早半小時起床洗澡
吹頭發，這事兒就停留在思考層面
了。再想到晚上要髒兮兮地上床睡
覺，這事兒就連思考層面都停不住
了。然後就有人提意見了：可以早上
晚上都洗啊！爲什麽我好好地要給
自己雙倍麻煩！所以說，人類一思
考，上帝就發笑。

10. 貓狗文化--愛寵物比愛人多

美國人愛養寵物似乎已是“名
聞世界，譽滿全球”了。有人說，在中
國人比狗多，在美國狗比人多，雖然
有些誇張，但是不無道理。電視裏每
天都如何養育動物的專題節目，指
導人們怎樣養育這些小動物；美國
人幾乎家家養狗樣貓，他們會讓貓
狗進臥室，上床一起睡覺，一日三
餐，好肉伺候。

美國人十大
奇葩生活習慣

到美國很多年，發現美國人在生活上
有很多習慣與中國人不同，這些生活習慣
說不上什麽好與壞，也沒什麽流行不流行
之說，反正有人喜歡這麽做，下面就為大
家盤點美國人在生活上的十大奇葩習慣。

6月一個周六淩晨一點半，Mikael Hveem
從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一家夜店出來叫了優
步，他選擇了最便宜的車型，卻驚奇地發現來
了一輛深藍色瑪莎拉蒂。司機是一名帶有娃
娃臉的年輕中國男子，他說他叫Jason。Hveem
問他爲什麽要開優步，他明顯不缺錢，Jason
說他這麽做是爲了認識人，尤其是女孩子，淩
晨在北京夜店周圍，也許會有女孩爲坐在跑
車裏22歲的他傾心。

我們相約在北京商業區一家咖啡館見
面，Jason姓張，與其他年輕中國人不同，他所
在的媒體公司制作真人秀節目，然而他的工
作不是很忙。他曾在美國佛羅裏達州一所高
爾夫球學院裏學習，然而學了兩年就退學了。
他自稱父親是一家人力資源公司的總裁，母
親是一名政府官員，他戴著價值五千五百美
元的萬國（IWC）手表，還說這是因爲那只貴
的表丟了，我問他一共有多少錢，他說：“我不
知道，反正我花不完。”我發現他是中國人眼
裏的“富二代”。

“擁有一切，卻不能超越父母”

十年前，中國媒體中的富二代就好比美
國的帕麗斯· 希爾頓，只不過更沒有品味。每
幾個月富二代就會爆出醜聞，比如一名女富
二代上傳燒一疊百元大鈔的照片，臭名昭著
的跑車俱樂部在蘭博基尼旁邊拗造型，城市
賽道上有人掏槍。最近中國首富地産界大亨
王健林的兒子在網上曬出其愛狗前爪戴兩只
黃金蘋果表的照片。

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采取措施重新教育這
些富二代。今年七月，北京青年報報道，70名
中國大企業的後代參加有關孝敬和商業傳統
價值的講座。

幾周的四處打聽後，我說服一群富二代
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聚會，當我到聚會地的時
候，我一度懷疑我是不是走錯了地方，那是一

家京北的戶外燒烤店，板凳特別低，民衆坐在
上面就好像蹲著一樣，大家喝著燕京啤酒，吃
著羊肉串。要找到這群富二代很難，因爲他們
穿得和別人沒有什麽不同，背心、襯衫和拖
鞋，唯一出賣他們的就是酒，他們帶了法國香
槟和一瓶茅台，是白酒中的上品。Martin Hang
是《接力（Fortune Generation》雜志的編輯，也
是本次晚餐的主持人，他向我介紹了每個人，
其中包括三十歲的王達奇（音），一位著名商
業咨詢師的兒子，最近出版了一本關于中國
富二代的書籍；20歲的Albert在巴德學院讀
哲學，其父親經營幾家出版公司；27歲的So-
phia是唯一的女性，我不清楚要多有錢才能
被稱作富二代，然而Sophia告訴我她肯定是
（Martin則不這麽認爲），她的父母給了她超過
一千萬元資産，她用這筆錢投資電影、手機遊
戲和肉類加工公司。

然而家庭企業的弊端在于家庭經營，孩
子並不喜歡與家長一起工作。2012年上海交
通大學發布數據稱82%的富二代不願意接手
家庭企業，Martin不贊同這一數據，他沒有從
數據上反駁，他說：“孩子們不想接受，但是他
們必須這麽做。”所以富二代都面臨同樣的問
題，他們擁有一切，然而卻不能超越父母。他
們的成功都歸咎于家庭，而非他們自己，Mar-
tin總是被人介紹爲“杭先生的兒子”。而作家
王達奇爲他的書找到了一家出版社，他不知
道書能出版是因爲他的水平高還是因爲他著
名的父親。“人們總是說你唯一的優勢就是生
在一個好家庭裏。”他很難向非富二代解釋繼
承財富的壓力。

“他們的童年還未結束”

毫無意外的是，暑假去巴厘島，冬天去阿
爾卑斯山，在牛津讀哲學，並從斯坦福大學獲
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大部分富二代都不
願意接手家庭的牙膏蓋工廠。36歲的平凡是

接力中國青年精英協會的常務副理事長，他
沒有接手父親在遼甯的房地産公司，而是遷
到上海開始創建自己的投資公司。他選擇上
海的原因是“離家很遠”。從哥倫比亞大學畢
業後，28歲的Even Jiang考慮過加入母親的
鑽石出口公司，然而兩人對公司的未來走向
意見不合。于是她去了美林證券，受美國快遞
服務的啓發返回上海開了一家禮賓服務公
司。32歲的劉加文（音譯）父母在湖南省擁有
一家服裝公司，畢業後她嘗試成立自己的服
裝品牌。她說：“我希望證明我自己也能行。”
然而嘗試失敗了。

除了財富，富二代也繼承了許多感情傷
害。中國第一代企業家經曆“文革”後，變得比
較冷漠。王達奇說：“許多富二代也繼承了這
一點，所以很難和他們做朋友。”

前面提到的優步司機小時候就被送到寄
宿幼兒園，即使他家離學校很近。也許是爲了
補償對其關愛不足，父母滿足他一切心願，其
中包括給他買了幾百輛玩具車。去年聖誕他
給自己買了輛瑪莎拉蒂，“感覺就像童年還沒
有結束，”Jason說道，“富二代的童年還未結
束，所以他們總希望童年不結束。”由于獨生
子女政策，大部分富二代都沒有兄弟姐妹，這
也是爲什麽那麽多人周六晚上一起出去玩，

“他們渴望被照顧，也渴望被愛。”
大部分富二代不會公開談論個人經曆，

上海的二代投資者Wayne Chen告訴記者：
“他們不輕易信任他人，他們需要談話的地
方，他們需要歸屬感。”接力中國青年精英協
會爲他們提供坦誠對話的平台，在這裏他們
不需要僞裝，他說：“就像是康複中心一樣。”

許多富二代將錢移至國外，以期獲得外
國國籍。2014年的調查數據顯示64%的中國
富人都已遷至或想遷至國外。我問他們富二
代是否擔心他們的錢。Martin說：“有些人會。”
他指著陳先生，說道：“他父親把他送到美

國。”現在他擁有美國國籍。Martin已經結婚，
有一個四歲的兒子，他也不排除移民的可能
性。他們還談到中國的仇富現狀，Martin說：

“小時候我們去最好的學校，我們沒有遇到很
多窮人，這對社會很危險。”因此接力中國青
年精英協會計劃發起一項連接富二代和農村
孩子的項目，同時也有慈善項目。8月天津爆
炸案後，協會成員就通過當地政府捐款15萬
元。Martin認爲慈善不僅與社會責任有關，還
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我問Even不平等現象
在中國是否構成社會問題，她回答：“我不知
道。有兩種窮人，一種因爲不努力而變窮，另
一種努力了但是沒有成功。我認爲我們應該
幫助第二類人……俗話說：救急不救貧。”

今年夏天，在朋友的敦促下，王達奇決定
打電話給父親告訴他愛他。他拿起電話道：

“我愛你，父親。”他父親頓了一下，問道：“你
喝醉了嗎？”8月在父親住處和朋友見面時王
達奇說起了這件事，他的客人來自生命源泉
公司，該公司經營的一些課程高達1000美元，
大部分面向富二代。王達奇稱該團隊幫助他
與父親和解，同時也支持他加入了接力中國
青年精英協會。

那位優步司機Jason說電視節目制作不
是他的理想工作，然而他不清楚什麽才是。

“小時候我有很多夢想，我想成爲高爾夫球
手、賽車手或者醫生一類的。然而當你長大，
你經曆越多，就會意識到這些只是一個夢。”
雖然室內抽煙在北京是違法的，他還是點燃
香煙，他也不管服務生是否會阻止他。他從來
沒什麽限制，也許這本身就是一大限制。“我
沒什麽計劃，”他說，“也許這很令人憂傷，然
而這是事實。”當我問他是否開心的時候，他
說這是態度問題。“你可以找到一百萬個傷心
的理由，”他說，“然而你只能找到一個開心的
理由。每天我都找到一個。”我問他今天爲什
麽開心，他說：“今天我見到你很開心。”

中國富二代圈子
大部分人情感受傷

富二代的漢語拼音“fuerdai”已經成為一個使用率相當廣
泛的英文單詞，這一群體也受到西方媒體越來越多的關注。近
期，彭博社記者Christopher Beam通過深入這一群體，撰寫
了一篇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特稿。在文章中，Beam展示了富二
代奢靡的生活，也展示了他們的煩惱與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