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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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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兒一個美女組局吃飯，應邀前往。
這位美女不僅長得很漂亮，而且經歷很

高大上，以前在投行幹過，後來轉道媒體（從
暴利金融行當到苦逼媒體行當，本身就是一
個很有趣的故事），現在在跟一個特別有名的
金融行業高端人士混。美女不僅經歷高大上，
而且特別喜歡看書，書卷氣很重。她在上海約
人吃飯聊天，都是在上海浦西徐彙那些很難
找到停車位的地方：路小，弄堂裏彎彎繞繞，
特別有些幾十年前的感覺。

所以，我很自覺地沒有動車。有一次今日
頭條的林楚方組局，我開著車去，飯店附近繞
了一圈找不到停車位，就在飯局群裏說了一
句：不好意思，停不了車，不來了。林是個中年
大叔，放他鴿子無所謂。知性美女，怎麽能放
人鴿子。

飯局成員共四人，兩男兩女，話題海闊天
空，有些不著邊際。但有一個隱隱的主線：人
文關懷。比如說讀書這件事。男士和女士都認
同這樣一點：書籍正在爲更多的人所閱讀
——當然，這包括電子書。但有分歧的地方在
於：讀什麽書。我始終覺著，今天中國人讀書
是相當功利的。

中國暢銷書籍有這樣兩個特點：其一，大
多數是時下最熱的商業概念，比如互聯網思
維、互聯網+什麽的。其二，很多是成功的商業
人士所寫。商業大佬一說話，滿世界都豎起了
耳朵。更何況，在“爲自己企業代言”的營銷思
維下，商業人士越來越喜歡發表他們的思想
觀點——如果拼顔值不夠的話。

美女問：你怎麽看像吳曉波、秦朔這些人
跑出來做的項目？

我認爲很好。
言論市場上這兩年出現了一個很扭曲的

趨勢：企業家在扮演思想家。因爲這個社會有
極強的功利性，成功的企業家有客觀的成功

標准在那裏，ta的話更容易讓太多人聆聽。
早年張樹新在瀛海威失敗之後，做過一

套思想@中國的叢書，這是典型的互聯網思
想家們的作品，也是我視野中中國本土最好
的互聯網思想書籍。但套用今天的話來講：和
賺錢無關，然並卵。

吳曉波也好秦朔也好，大體上，你還是可
以把他們歸到思想家那一行列去，而不是企
業家。他們得到歡迎，很好的事。但這點供給，
依然不夠。

我和圖書策劃機構湛廬關系不錯，這是
一家主營翻譯的圖書機構。我注意到的是，他
們有很多翻譯作品，是大學教授寫的。

湛廬是一家商業機構，他們不會沒事去
翻譯一本大學教授的書。亞馬遜排行榜是一
個參照指標。

從湛廬的運作來倒推，大學教授的書，在
美國，受歡迎度不低。

美國機場和中國機場類似，也有不少功
利書在賣，美國人也有成功學、勵志學。

但你依然會發現，除了成功勵志雞湯，他
們還在賣其它種類的書。

機場寸土寸金，沒銷量的東西，人不會放
上頭。機場書店，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這個社會
主流崇尚些什麽的地方。我建議任何一個對
社會觀察有興趣的人，一定要在機場書店逗
留至少半個小時。

爲什麽中國人對賺錢以及對賺錢成功者
的興趣，會那麽大？

當下中國，是一個很世俗的社會，精神信
仰基本空白，賺錢這件事並不可恥，發家致富
沒什麽不好講的，雖然可能講法上會含蓄點，
套一個情懷的殼。

美國也是一個很世俗的社會。他們有宗
教信仰，但這個宗教信仰鼓勵你去賺錢。韋伯
論證過賺錢和新教論理之間的關系。

美女順便提及了另外一個國家，她認爲，
越南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市場：世俗、勤
奮，政府腐敗相對較少。我知道有一批土豪已
經出發，有意者可以繼續跟進。

在讀書這個問題上，美女堅信是不同階
段所展示出來的差別。因爲中國人還不夠富。

與她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看法
不太一致的我，則揉和了詹姆斯凱利的“文化
和經濟在人的整個生活方式中是同等重要的
因素”的看法——注意，我並不反對經濟基礎
的重要性，但我還是想強調一下文化層面。

我注意到美國人在追求精神獨立的一
面。以前在美國晃悠，基本上就是坐著大巴，
跟著人走。暑假裏我決定嘗試一下自駕，於是
弄了台車。自己開車，就會注意到路上的情
況。我留意到，美國人運貨的卡車（當然也包
括集裝箱車），都是極其幹淨的，連輪毂都被
擦得铮亮。個個都有變形金剛的氣質，無論是
擎天柱，還是鐵皮。這和中國那些髒兮兮的連
車牌都看不太清的貨車，截然不同。

一個美國當地的華人告訴我，這是美國
由來已久的汽車文化（所以才會有變形金剛
這種玩意兒）。卡車司機喜歡裝扮他們的愛
車。但就我所知，中國很多卡車司機其實卡車
也是他們自己的，他們爲什麽不裝扮自己的
卡車？

同樣是藍領，你會發現美國人好像很
happy的樣子——我在一個商場裏買一副太
陽鏡，售貨員簡直就是一個搖滾歌手，頭戴耳
機邊哼唱邊扭著屁股給我拿出了一副眼鏡。
但中國藍領，鮮有笑容。

最近一段時間，忽然“工匠”兩個字變得
熱門起來。我是認同工匠的，但我並不認同那
些鼓吹工匠的人就是工匠。不是的，他們是商
人，和工匠全然不同。工匠並不追求利潤最大
化。他們陶醉於自己做的東西，而不是陶醉於

自己做的東西換來的錢。
即便像羅永浩這樣我相信他真的就是想

做台手機，但只要他融資，這件事由不得他。
工匠的核心，在我看來，就是自得其樂的

藍領——或者說，手藝人。一組公司，一拿融
資，求規模求利潤，你肯定就不是工匠。
手藝人不是不追求銀子，而是追求適度的銀
子。養活自己就好，沒什麽賺錢這件事上的雄
心壯志。他們可能會追求自己的一個作品流
芳百世，但對銀子這件事，略微不夠敏感。

CEO們自稱工匠，我覺得是對工匠的極大
侮辱。中國很難産生真正意義上的工匠群體。
物質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不否認
經濟基礎的重要性——中國卡車司機銀子賺
得很微薄，當然沒這個心思去把輪毂擦得铮
亮。但整體上，我們看不起工匠。

中國傳統文化裏對於手藝人從來沒看得
起過。比如魯班這種人，那可是聖賢書裏的反
面角色：你會做一個能飛的鳥，有什麽意思？
然並卵嘛！——這詞真討厭，我以後少用。

讓原創者/碼字者/***有尊嚴地賺錢——
這是時下一些帶有媒體屬性的網站的口號。

看著特別有情懷。
我沒有這個意思說這不對。但我覺得，以

中國人數千年來已經化爲內核的尊師重道的
傳統文化，這件事的挑戰，不是很大。

中國文化更大的挑戰是：讓藍領有尊嚴，
讓真正的工匠有尊嚴。一個能樹立起做個藍
領一樣happy的社會，它的機場裏就不會充斥
著成功學勵志學的功利書籍。網絡傳言，藍翔
校長如是說：咱們藍翔如果不踏踏實實學本
事，那跟清華北大還有什麽區別呢？

這話吧，大體真是不錯。問題在於：你扪心
自問一下，有沒有覺得這話你很不認同？居然
膽敢把一個技校和北清相比！還要顯擺你更
優越？

這個社會到底
誰更需要尊嚴

中國文化更大的挑戰是：讓藍
領有尊嚴，讓真正的工匠有尊嚴。

魏武揮，科技專欄作者，執教於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
學院，天奇阿米巴基金（skychee.com）投資合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