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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刀”是传
统的华人创业类型，指的是

开餐馆 （菜刀）、理发店（剃刀）和裁
缝店（剪刀）。祖祖辈辈的华人们，正是凭

着这三把利器，再加上自己的刻苦自励、勤俭
耐劳，在海水所及之处，皆留下了累累的财富和牢

牢的根基。然而，随着信息化、科技化时代的来临，一
批“80后”、“90后”的年轻华人们并没有死守传统三把刀

的创业经验，而是勇敢拥抱时代大潮，在外贸、电子、高科
技、金融等领域大胆探索，树立起了新老华人创业的新界标。

年轻华人创业“点子多”

在英国，1990年生的王璐成为了Diana Wang高级定制时装创始人，
在很多同年龄的学子还在为漫漫求职之路上下求索之时，她的头衔已经是

高端女性会所的CEO，客户遍布海外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在新加坡，26岁
的陈一凤创办了网络商店“Ministry of Retail”及“Creme & Co”，当时投资

成本不过百元，然而在两年内达到约9000名注册会员，现年均收入已达到50万
至100万元；在澳大利亚，一对“80后”华裔姐妹花受到日本“百元商店”的启发，在

悉尼开起了自己的“得得屋”，
所有商品定价皆为2.5欧元，货

品供不应求；在加拿大，1992年
生的周惟正是加拿大温哥华市
的一名华裔学生。2009年他与韩
裔同学David Kim共同创办了一
家名为“Design Vetica”的网络公
司，专为客户架设网站、设计网页
和企业形象。公司运营才一年，已
备受网络世界瞩目。

脑筋灵活，快乐掘金

纵观众多年轻华人创业的成功案例，会发现他们具备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
善于观察、头脑灵活、嗅觉灵敏，仿佛天生一只能嗅到地下金矿的“鼻子”，望闻问切
之中第一桶金手到擒来。与老一辈的华人创业者相比，现在的年轻华人生活条件没
有那么艰苦，不用白手起家，比起用肉体劳动开始慢慢打拼的过程，他们更善于
运用自己聪慧的头脑和人脉的积累，对于商机有准确的观察和独特的思考，所以
目标明确，下手“快、狠、准”。

“我的时装客户里有很多土豪，年纪比我大很多，资产过亿的不在少数，但是
他们不懂得怎么生活。我优秀的教育背景能够天然地吸引他们，我的穿着谈吐

也很精致，他们首先
会因为我的外在认可我。我
的品牌和那些到处开着门店
的奢侈品大牌不一样，我和客
户首先会成为朋友，其次我才
能对别人的时尚品位、生活方
式给出建议。”王璐这样形容
她最初的创业灵感。借助大环
境的浪潮，并在其中找准未来
的商机，也是年轻华人们的优
势和特长所在。“90后”的瞿佳
炜是众多在国外创业的“90
后”留学生中的一个典型，现
在他已经是荣光国际旅行社
创始人，中英青年创业协会副
会长。与前辈们不同的是，他
跳出传统行业的窠臼，张开手
臂拥抱互联网的浪潮。通过新
媒体营销（例如微博），挑战全

新的创业项目，将网络运用到生意中的各个方面。“他们有创新意识，觉得这个世界是
他们的。”瞿佳炜这样说。

除了脑筋灵活的特点，年轻华人们的创业过程还有一个和前辈们截然不同的特
点，就是心态轻松，寓教于乐，把创业当做一种快乐。许多海外创业的年轻华人表示，
创业不是为了钱，而是追求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当年刚漂洋过海，需要在
异乡安家立命，所以每天辛苦劳作、含辛茹苦的前辈们不同，各地华人的生活都日
渐富足，被越来越多国家所容纳接受，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逐渐提高，所以年轻华
人们的创业环境优渥，更容易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虽然创业过程有苦有乐，但
是他们享受并快乐着，从中汲取着人生的成就感。每天不用朝九晚五，乐呵呵地
日进斗金，何乐而不为呢？

势头虽好，当心瓶颈

追逐时代而去的年轻华人创业者们虽然势头正好，可是当今时代，
又有几人能够引领新的潮头？华人青年们的创业，“巧”劲有余，创意不
足，基本上跟随海外的既有创业模式，没有跳出现今常见的创业领域
的框框，缺乏对这个行业，甚至整个世界具有革新意义的发明。从
一到一百容易，可是从零到一却需要花费数十倍的努力和汗水。
再加上华人青年创业的越来越年轻化，也容易造成经验欠
缺、能力不足的情况，存在被人诈骗的风险。也正是因为
这群年轻华人创业者的从容和随意，往往在短期内创
造出收益之后，承受不住竞争的压力和创业的辛苦
就匆匆放弃，造成很多原本充满发展潜力的企
业昙花一现。

看来，对于年轻一代的华人创业
者来说，如何从运用智商到运用
智慧，仍是一个需要思索
的课题。

年轻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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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留学、就业和移民的人数越来越多，到
美国探亲和定居的老人也逐渐增加。初到美国的华裔老
人心态不一，有人觉得惊喜，有人觉得很无聊。近年来，
一些沉默的华裔老人因心里苦闷而自杀的新闻也经常
见诸报端。对漂洋过海投奔子女的“老年新移民”来说，
该如何在海外安度晚年，让生活充满快乐呢？

“好山好水好寂寞”，华裔老人往往要独自忍受中
西方生活方式差异带来的不适，以及文化隔阂和语言
壁垒带来的种种困难。绝大多数华裔老人由于语言不
通，难以和当地社区居民有效交流、融为一体。在家庭
中，在美国待久了的华裔子女，观念往往会被西化，让
老人感到陌生。在国内的朋友圈因地理的疏远而变得

“人迹罕至”，在海外新交的朋友更是屈指可数，华裔
老人很容易陷入与外界交往的“自然萎缩”阶段，成为

“孤家寡人”。
众所周知，排遣压力的最好方式之一便是向好

友倾诉。这不仅适用于年轻人，更是广大孤独华裔老
人调剂生活的一剂良方。朋友间的情谊可以极大地
减少华裔老人在海外的心理不适。结识一个新朋友，

往往能够开启海外华裔老人苦闷的心房，甚至发现一
片快乐的新大陆。

那么，对于华裔老人来说，如何扩大自己的朋友圈
呢？与邻居街坊保持良好的关系最为关键。人在海外，
面对陌生的环境，邻里间的及时帮衬往往是安全感的
重要来源，更是收获友情的绝佳契机。此外，海外社区搭
建的华裔老人中心也备受华裔老人青睐，由于文化背景
和生活习惯更一致，老人们沟通起来更加方便。

保持好奇心，对更多领域感兴趣，才能与更多人有新
的交集，结识更多同道中人。老人们可以在自家院子里操
持园艺，锄锄野草、剪剪枯枝，寻着一个角落再栽下一小盆

花。灌木常绿、群花常开，不仅能让老人赏心悦目，还可以得到来访朋友的啧啧
称赞。在厨房大显身手也是不错的选择，尝试学习在家里烘制饼干、与邻居或朋

友吃点心、喝下午茶，都能让友情更加温馨。
在奉献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为社会做出贡献，保持需

要与被需要的感觉，是接触外界、建立新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途径，更能赢得真心欣赏与钦
佩他们的朋友。当下，许多华裔老人和年轻人一样热衷于做义工，在艺术馆、博物馆等地都

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当他们看到电视上有需要捐赠的活动时，会特意去超市买些帽子、毯子、小
衣服捐献给需要的组织，赢得了社会的称赞。

安度晚年

扩大朋友圈很重要
崔安琪

7月 8日，“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汉唐文化行活动在西安开
营。来自丹麦、西班牙、比利时、美国、加拿大等国的100名海外华裔
少年开始充分感受西安千年古都的魅力，重回汉唐恢宏的盛世。

“我想去看气势磅礴的兵马俑，吃遍回坊一条街！”来自比利时的
华裔女孩王礼珑对古城西安充满了期待。

这次汉唐文化行活动为期10天，行程丰富而有趣。大雁塔、古城
墙、兵马俑、华清池、九龙湖、壶口瀑布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化名胜和
古迹都让这些来自海外的青少年兴奋不已。传统文化讲座、中华礼仪
讲座、HKC汉语口语培训、文化联欢，又给白天参观收获的见闻增加
了文化的厚度。文化交融，古今辉映，这次活动一定能让夏令营的孩
子们感到不虚此行。

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活动自1999年正式推出以来，受到
海外侨胞尤其是华裔青少年的热烈欢迎，每年都有近3万名青少年参加

“中国寻根之旅”系列活动。为了把这个品牌活动办得更加丰富多彩，
各地联办单位可谓是绞尽了脑汁。

例如，在 2012 年“相约上海”的寻根之旅当中，来自美国、德
国、加拿大等国的青少年参加了“当一天上海小市民”的活动，体验
上海的生活。他们同中国家庭的小主人互相交流学英语、学中文的体
会，并一起下围棋、包饺子、逛超市，和上海当地的青少年来了个360
度的全方位接触。

像这样的活动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主办方的认真和用心，但另一方
面，也有一些业内人士对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纵观各地举办的系列“寻根之旅”，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夏令营，学
习知识和旅游玩乐都被分得很开。且在有些活动当中，听讲座和学汉
语成了夏令营的主要内容。对于还处在玩兴盎然的12至18岁的青少年
来说，一味地灌输知识可能会让他们大失所望。

此外，在大部分夏令营当中，开营仪式和闭营仪式都占到了一天
以上的活动时间。上百名活泼可爱的青少年坐在台下聆听“大人的教
诲”，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感到沉闷。

只有收起浓厚的说教味道，抛弃成人的想法，真正了解孩子们的心理，
才能让这些海外华裔少年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流连忘返，成为夏令营的

“常客”。也相信我们的寻根之旅一定能拉近祖国与海外华裔少年的距离。

且行且思——

华裔少年“寻根之旅”进行时
尚雨晴

为了子女能上好学校，家长不惜高价购买学区房，
这种现象早已不仅限于国内。最近，《英国房产周刊》做
出的抽样调查显示，在英国超过八成的华人家长会为
了子女的教育搬到优质的学区，其中3/4的家长会选
择购置房产，另外1/4的家长会先考虑租房子，等子女
能够申请到理想的学校之后再就近购房。

天下父母一般心

据《英国房产周刊》报道，以伦敦为例，刚毕业的
华人更倾向于在交通方便、价格相对便宜的东伦敦
新区购房，而一旦结婚生子，超过八成的华人父母就
会将子女的教育作为购房置业的首要因素，搬到布
罗姆利、温布尔顿等周边的优秀学区。

除了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华人“孟母”
也不甘落后，当地学区房的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最近，悉尼房价监测机构表示，去年悉尼的房价
长了14.5%，其中8个有好学校的地区房价涨幅竟然
超过30%。这种情况在悉尼200多年的历史上都是极
其罕见的。

家住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市的张嘉敏在美国生
活了12年，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身边也有不少
华人家庭会选择在名校附近买房。其实在佛罗里达
州，从小学到高中，各个学区之间的房价差异可能并
不明显，但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比如佛罗里达大学

是我们州最好的大学，那边的房价大概会比我居住
的城市贵30%左右。”

“孟母”“抢房”是为何

“好的学校不仅能提供更好的教育，还更能包容
亚洲人。”

正如张嘉敏说的，华人父母购买学区房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今年 6 月份公布
的《2014汇加顾问·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显示，
有43.4%的受访者愿意去海外投资房地产。而从海外
置业的区域来看，46%的受访人会选择在学区附近购
买房产。对于不少华人家庭来说，移民国外的主要目
的就是在于让子女接受国外的先进教育。

名校不仅师资力量强，华人子女在那边读书也
相对不容易遭到歧视。如今，虽然越来越多的华人融
入到当地的社会中去，但一些华人在海外遭受歧视
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选择学区房的华人父母
们也自然考虑到了这一点。

当然，除了考虑到子女的教育，将购买学区房视
为一种投资手段的家长也不在少数。

慈母买房别盲目

学区房越炒越热，但不论是为了给孩子提供良

好的读书环境，还是为了炒房获益，买了学区房并不
等于有了金饭碗。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观点固然有道理，但
埋头买房的华人家长们也不要忘记自己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作用。有专家指出，很多家庭把教育的职能
全部寄托给学校，而忽略了家庭，所以，家长在面对
孩子择校的时候，会觉得这将影响孩子的一生。但实
际上，对于孩子人格的培养、人际关系的锻炼，家庭
教育往往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将学区房视为一种投资的华人父母来
说，更是需要有长远的眼光。此前也有报道称，不少
国外大学周边的学生公寓、高层公寓的房价增长缓
慢，租金收益减少，空置率可能上升。所以，想要投资
学区房的父母们更是需要睁大双眼，找准“潜力股”。

学区房，“炒”出国门
王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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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日前在官邸举办
旧金山湾区抗战文物展，展出美国华人收藏协会
等提供的200多件文物文献。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

会成员、世界抗日
战争史实维护联合
会成员展示了飞虎
队桂林遗址公园照
片。99岁的华裔飞
虎 队 老 兵 张 松 仰

（小图） 展示了他
当年参加飞虎队抗
日的照片。

刘 丹摄
（中新社发）

陈一凤和她的网店陈一凤和她的网店。。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中新网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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