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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內幕商業內幕：：在在2020多歲多歲，，我們應該投資的我們應該投資的1313件事件事
【走進美國CheerinUS.com-專稿】20多歲，似乎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沒
有中年人的責任，也沒有老年人的遲暮。我們經歷著愛情，友情，親情，我們
品嘗著迷茫，痛苦，幸福。我們不知道遠方在哪，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遠方的
追逐，壹次次的跌倒又壹次次的站起。是的，壹切的壹切都源於我們的年輕，
但是20多歲的生活，只是我們壹生中的壹個小小的part，它不是肆意揮霍的
年齡，而是為未來投資的年華。下面是商業內幕整理發布的給20多歲年輕人
的13個tips，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1. 人脈
二十多歲的時候，如

果妳形成了可靠的人脈
關系，那將會成為妳堅實
的支柱，妳將在妳個人的
生活和職業生涯裏接觸
到更多的機會和潛在的
成功。

就 像 Karan Jaiswani
所說的那樣，“ 20 多歲是
妳利用今天構建妳的未
來的重要時間段。”

3. 善待自己的身體
像善待的自己的愛人壹樣善待自

己的身體，每天記得洗臉和清潔自己
的身體，堅持鍛煉。

加入壹般的醫療保健計劃，因為
當妳老去時，妳會很高興妳在 20 歲就
考慮了這件事。

Assem說“無論妳在生活中做了什
麽，它將會在妳身體裏留下印記。妳將
不能再得到壹個新的身體，等妳老去
時，希望妳能慶幸妳在年輕時就沒有
揮霍自己的身體。”

4. 把妳的時間精力和
錢投資在教育上

教育，這是妳永遠
不可能後悔的寶貴資
源。

當錢花在增長妳
的知識和充實妳的大
腦時，那麽這些錢用得
其所。並且，這些錢還
會磨練妳的技能，從而
運用到妳的職業生涯。

5. 註意豐富妳的內心世界
投資在身體健康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妳的心不應該被遺忘。

刺激妳的心，挑戰妳的心，意識到妳有壹顆年輕的心，不畏懼挑戰，勇
於面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

6. 學新技能
控制和掌握壹套

技能會對妳的未來有
益，在20多歲的的時
候，我們迷茫的不知
道未來在何處，那麽
不妨用迷茫和感嘆的
時間去學壹學新技能
，也許這項新技能會
成為妳以後賴以生存
的飯碗。

9. 吃的好壹點
花時間準備飯菜，學習

健康食譜，養成健康的飲食
規律。

雖然甜甜圈，薯片，蘇
打水可以支撐壹整天的能
量。但妳需要更多壹點的時
間和精力，去安排自己的健
康飲食。在未來的某壹天，
妳發現自己仍然保持充足
的精力和健康的身體時，將
來的妳肯定會感謝現在的
妳，因為在正確的年齡作出
了正確的選擇。

7. 創造和保持好習慣
創造好習慣中最難的部分是開始的時候

，但是，壹旦妳保持了這個好習慣，它將會對
妳今後的每壹天產生不可否認的積
極影響。Rizwan 指出，“壹旦妳的習
慣建立，它將會持續壹輩子，而妳將
會終身受益。”

8. 建立有意義的關系
現在是時候放下妳的酒肉朋友，而多花時

間和妳的真正的朋友呆在壹起。這將會積極的
影響妳的未來生活。

當妳成熟起來的時候，妳將會明白人際關
系是多麽的重要。把時間浪費在沒有幫助妳追
求的朋友身上，是對妳未來生活的壹種傷害。

2. 閱讀
沒有什麽比花時間閱讀更富有成

效，閱讀妳手上的任何東西。時事新聞
，小說，散文，職業書籍等任何妳可以
讀到的書。

妳越認識和了解妳身邊的人，越
了解自己和世界，妳將會越容易成功。
閱讀書籍，這是最有效的了解方式。

“妳將會獲得從世界各地的不同
人的意見和思想，並且妳會得到壹些
想法，並把這些想法付諸妳生活中的
實踐。”Rizwan Aseem 說道。

10. 記錄妳的財務
情況
坐下來，找出妳如
何花錢，並記錄妳
的日常開支。
如果妳今天重視
妳的財務狀況，當
在未來妳有壹些財
務上的麻煩時，妳
以前良好財務狀況
和積蓄將會幫助妳
度過難關。例如，當
妳老了，或者生病，

或者送孩子上學，或幫助父母，妳良
好財務狀況將會幫助妳。
11. 旅行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裏路。在 20
來歲的時候，妳有飽滿的熱情和精力
，去遊歷吧，去旅行吧，體驗新的文化
，感受不壹樣的風景。這樣妳的視野
將會更加開闊，並且聽到不同的故事
和見識到不壹樣的世界。
12. 與親人溝通

記住親人的生日，節日和重要活

動，盡可能的在這些日子和家人呆在
壹起。親人的偉大就在於，當妳發生
什麽事情的時候，妳的親人總是無條
件的幫助和支持妳。當妳功成名就時
，她們卻只是在旁邊默默的關註妳，
卻從不打擾妳。

所以，多花時間在與親人溝通上
吧，壹個簡單的問候電話，壹張只花5
分鐘就寫好的精美卡片，壹條只有幾
行字的短訊，親情就濃縮在這生活中
的簡單溝通裏。
13. 審視什麽是妳真正想要的生活

在20來歲的時候，青年人總是想
抓住自己認為可以抓住的壹切，但是
卻常常忘了真正的坐下來，去思考什
麽是他們真正想要的。

Tonya Turpin 建議您：“積極，保
持進取心的去了解世界，這不僅僅是
外面的世界，還包括妳內心的世界。
花費時間獨處，去思考，保持好奇心，
並懷疑壹切，這是唯壹百戰不殆的正
確方法。

花時間去弄明白妳愛什麽，並繪
出計劃如何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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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美國Cheerinus.com-專稿】怎樣幫助孩子
養成健康飲食習慣，讓他們乖乖從電視電腦的
世界裏脫離出來吃飯，說服他們吃健康的食物？
盡管要做到這些很難，每次都像要爆發一次戰
爭，但只要想到這些都是為了孩子的健康，就值
得堅持。就像全國兒童醫院Healthy Weight and
Nutrition中心的營養師Alexis Tindall說“像棒球
運動員必須練習投球，孩子們必須練習吃健康
的食物”。怎樣讓孩子們養成健康飲食？走進美
國小編為家長們推薦以下12種方法：
不要告訴孩子“把碗裏的飯吃完”

家長要明確的是，孩子吃完了飯是因為他
們吃飽了，而不是因為他們吃完了碗裏的飯菜。
研究表明，從小被“把碗裏的飯吃完”理念教育
的孩子， 長大後在外點餐一般點更大分量的

食物（往往最終沒有吃完）。來自紐約市區的
ColumbiaDoctors 的兒科醫生，Lauren Levine 博
士也說“在孩子們不餓的時候逼迫他們吃完食
物是不好的例子。”根據康奈爾大學的專家研究
，“孩子們一般吃掉盤中 60%左右的食物，這是
很常見的現象”。
讓鍛煉變得有趣

成人大多數去健身房鍛煉，但是孩子們呢？
他們每天僅需要大概1小時的鍛煉強度。在後院
踢足球，散步或者周末遠足都可以達到要求。美
國小兒科學會（APP）的兒科醫生 Alanna Levine
博士說：“要確保孩子們學會享受鍛煉。一旦孩
子們結束鍛煉，花點時間詢問他們身體感覺怎
麽樣？”這樣一來，孩子們就將快樂和健身結合
在一起，身體和心理都健康快來。

不讓孩子在電視機前吃
飯
毫無疑問，當早餐時間撞上
了卡通片時間，孩子們想著要
看電視無法專心吃飯。“但是
坐在電視機前一邊看電視一
邊吃飯的孩子不可能專心接
受‘吃飽了’用餐結束的信號”
Lauren Levine 博士說。相反，

“他們只會盲目地吃”。2009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一邊看電
視，一邊吃零食的孩子，可能
吃更多的糖果和汽水。也有研
究發現主打兒童食物的廣告
反復強調“垃圾食品口感好”
這一信息，這跟青少年不健康
飲食脫不開關系。
限制孩子使用屏幕的時
間
根 據 Kasier Family Founda-
tion 2010 年研究事實表明：
8-18歲的孩子現在每天花費
約 7.5 小 時 使 用 社 交 媒 體
（2000年統計的數據為6.5小
時/天），4.5 小時/天看電視
（電視屏幕、電腦或手機觀看）
。Alanna Levine博士說：“妳不
會想妳的孩子一天坐著不動。
而且整天看電視也不會增加
他們的創造力”。2010年研究
發現，浪費更多時間在社交媒
體上的孩子，很有可能成績差
。而且頻繁使用社交媒體的孩
子比不使用社交媒體的孩子
更容易滿足。考慮限制孩子每
天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不要
超過兩小時。APP甚至不鼓勵
家長讓 2 歲以下的孩子們使
用社交媒體，建議家長限定年
齡稍大的孩子每天玩一到兩
小時的“非教育用途”電腦或
手機。

有耐心地讓孩
子們嘗試不同
的食物

研究發現孩子
們從 2、3 歲到 8 歲，
飲食偏好沒有太多
改變。簡單地介紹
孩子嘗試新的食物,
例如西蘭花。“因為
他們第一次不吃不
代表他們第二次、
第 三 次 也 不 吃 ”，
Tindall 說。家 長 不
要壓迫孩子：必須
把西蘭花都吃完才
可 以 離 開 桌 子。
Tindall 說：“如果這
樣，西蘭花就變成
了‘懲罰性食物’”。
相反，告訴孩子她
不必吃完食物，但如果她餓了想吃零食必須要
吃先吃完食物。另外一個策略是：把食物用有趣
地方式擺放在孩子的碗中。日報Appetite研究發
現把水果擺放在西瓜中，孩子們吃了比平時多
兩倍的水果。
晚上替孩子保管手機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根據PLOS ONE
日報的研究事實，把手機放在床頭確實會使得
青少年很難入睡。一種可能的原因是：手機屏發
出的藍色光會抑制身體的褪黑素水平，這將紊
亂晝夜生物鐘。而且，Alanna Levine博士說：“當
孩子們聽到短信的提示音，他們會興奮地想看
個究竟，從而幹擾了睡眠。因此在臥室不應該使
用手機，不妨在睡覺前把手機放在廚房過夜充
電。當然，父母最好也這麽做。
讓孩子吃健康的零食

孩子食用的卡路裏數量逐年上升，一項
2010年的研究發現從1970年到2000年，孩子食
用的卡路裏增長了 27%。甜點是造成卡路裏上
漲的罪魁禍首，但零食不應該如此。Lauren
Levine博士說：“小孩子好動，一整天可能需要吃
多餐。因此零食應該和膳食一樣有營養，含有健
康的脂肪、全谷類和蛋白質，而不是僅僅覆蓋糖
衣的碳水化合物”。
不要只關註卡路裏

Tindall說：“我們的目標是提高孩子的健康
飲食，因此跟孩子們談食物時，最好告訴他們這
些食物對身體好。通過積極的溝通，讓孩子們懂
得欣賞健康食物的營養配方，而不是一味地害
怕糖分和卡路裏。另外 Lauren Levine 博士說：

“不要太強調孩子們的體重，這會讓青少年將產
生食物焦慮”。對於年紀較小的孩子們，告訴他
們保持碗中食物的多樣性非常重要。“他們應該
知道健康的膳食是有橙有綠，而不僅僅只有白
米，”Lauren Levine說。
不要用糖果作獎勵

這不僅是因為獎勵糖果增加了孩子的進食
的卡路裏，而且用甜的食物做獎勵能加強孩子
們對這些獎勵的偏愛。例如，如果用棒棒糖作為
獎勵孩子答對問題的獎品，她將會把糖果和表
現好聯系在一起。
吃飯應該全民參與

正如古語說：人多力量大 — 正如全家出動
在後院裏打排球或者是遊湖，團體運動會使得
活動產生更多樂趣。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就餐。
2007年的一項審查建議到，如果大人對食物表
現出更多熱情，孩子也有可能模仿大人表現更
多熱情。或者，當孩子足夠大能夠在廚房幫忙時
，給他們派些活在廚房幫忙。一項加拿大的研究
發現幫助父母做飯的孩子更愛吃水果和蔬菜。
不要制定嚴格的“無垃圾食品”規矩

理論上來說，物極必反，適中是最好的方式
。但這理論實際上並不完全適用。Tindall說“例
如，孩子們去參加生日派對，但妳並不想讓他吃
大半塊蛋糕怎麽辦？“這就需要反復嘗試，全家
一起找一個平衡點，例如把蛋糕切成小塊，每周
可以吃3小塊。
以身作則

對家長來說，最重要的規則是要以身作則，
做好孩子們的榜樣。Alanna Levine 博士說：“家
長不能在就餐時喝蘇打水，期望孩子們喝牛奶
或水。”同樣，鍛煉身體、晚上不把手機放在臥室
這些標準，家長也應該一起執行。Alanna Levine
博士說：“妳要告訴妳的孩子妳不是故意設置這
些規則，而是好的習慣將會幫助他們變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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