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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感叹美国物价便宜，
特别是初来美国的同胞，肯定要惊
呼美国的商品实在是价廉物美。

显然，要比较中美物价，必须
根据经济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程
度进行深入考察。就宏观层面来
说，美国能够维持如此低廉的物
价，主要取决于美国具有的美元霸
权地位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农业
补贴政策，集约化的规模生产以及
税费、物流、交易等环节的低费用。
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与物质财富
的丰裕充足，决定了美国人已经超
越简单的生存层次，大多数人都能
买得起、买得到任何想要的普通商
品，不会出现商品稀缺，自然较少
出现炫富式的消费现象。

如果按照美国人的实际经济
收入水平，那么在美国无论采购什
么，都会感到非常便宜。但若照中
国人的实际经济收入，带着人民币
的概念来消费，就会觉得没有一样
东西是不贵的。比如蔬菜和水果，
特价促销的两根黄瓜要1 . 29美元，
一个柠檬0 . 89美元，一个宝石红葡
萄柚1 . 49美元，若按照美国人的收
入水平，并用美元消费，应该说非
常便宜。但若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就不便宜了。

相对而言，国内比较便宜的蔬
菜，在美国通常并不省钱。因为中
美饮食结构不同，恰恰是蔬菜，我
们消耗量大，而美国人吃得少。每

次在超市收银台，我一看自己的购
物篮里几乎全是蔬菜，而美国人买
的蔬菜真不多。当然，也有极便宜
的蔬菜，比如美国圆白菜0 . 49美元
一磅，但这种圆白菜硬得咬不动，
而我们熟悉的、带甜味的中国圆白
菜则要卖1 . 99美元一磅。

物价低廉的消费快感，无疑来
自超市或商场经常搞的促销活动。
最佳购物日期通常是周五，因为有
让人狂喜的周末三天特定商品大
甩卖。比如，Edy's牌大桶冰淇淋，平
时6 . 49美元，促销价为1 . 99美元或
2 . 99美元；哈根达斯大盒冰淇淋，
平常7 . 4 9美元，促销价为2 . 9 9美
元；哈根达斯小盒冰淇淋，平日
4 . 99美元，促销时3盒10美元，有时
则买一送一。这样，在降价促销的
日子，手头并不宽裕的平民百姓
可以趁机多买一些，带回家慢慢享
受。可想而知，这是多么美妙的幸
福感觉！

不过，并非所有低价促销商品
都那么令人心神荡漾。比如一盒12

枚的鸡蛋原本卖1 . 99美元，特价促
销0 . 99美元，但这通常暗示着这并
非有机鸡蛋。那些号称原生态或有
机的鸡蛋一盒12枚要卖到4美元左
右。

无论价钱便宜与否，清楚标示
产品成分，给予消费者充分的选择
机会，并有内在品质保障，这是最
重要的。在美国，哪怕是在主要为
社会底层人群服务的菜篮子超市，
海鲜产品也都会清楚标注哪些是
野生的，哪些是养殖的，哪些是进
口的，又是从哪些国家进口的。

有时，在国内超市购买海鲜，
经常不得不感慨是在买海产品还
是在买冰块。尤其是花高价买到的
却是假货或伪劣产品，往往沦陷在
购物的惶恐之中。假如真遇上，哪
还有什么购物的愉悦心情呢？

在美国，商品的销售价格与价
签蕴含着娴熟的消费心理学技巧，
消费过程让人总感觉很舒服。不论
什么商品，价格尾数基本上都是

0 . 09美元标注的，如哥斯达黎加熟
透大个特甜菠萝，日常价格为3 . 99

美元一个，降价促销为1 . 99美元，
其实就是降半价，别小看少收这一
美分，在消费心理或感觉上自然与
降价2 . 00美元截然不同。

美国的猪肉、鸡肉卖得极其便
宜，特别是内脏，几乎就是白送。至
于海鲜，美国物产丰富多样，美国
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觉得大龙虾
有多么奢华名贵或稀罕，而且他们
对生态环境或物种怀有友好态度，
对自然心存敬畏之心，绝对不会全
然不顾大龙虾肥瘦雄雌（雄的要放
生，稀缺资源），通吃绝杀，而是考
虑大小公母、完好程度（不允许出
卖有残缺部位的）选择性捕捞，且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和成熟社会，美
国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从而做到
可持续发展。

从相对购买力的视角看，美国
物价便宜的另一直观感受是货币
值钱。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
美国日常生活中仍然流行一分、五
分、一角、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假如
国内拿出一分的硬币，恐怕要遭白
眼，被认为是在捣蛋。但在美国，银
行自动取款机能够取出的、最常用
的最大币值就是20美元的纸币。不
过，20美元也能买一些食品回家，
甚至够一人吃几天。相反，国内一
百元的人民币都不经花。

还有一个物价便宜的直观感
受是，多年来美国物价相对稳定。9

年之后我重返哈佛大学，在特定的
超市，苹果还是维持9年前的0 . 99美
元一磅的价格，哪怕是新西兰进口
的苹果，照样是白菜价。来自厄瓜
多尔的香蕉，更是0 . 39美元或0 . 49

美元一磅。当然，当地住得久的一
些中产阶级朋友说，这些年美国物
价还是上涨了不少，或者同样的价
格，许多商品的分量明显不如原
先。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哈佛医学院富布赖特研究学
者）

文/周纪文

2014年的最后几天，忽然被人
问到：这一年你总结过自己吗？新
的一年你有什么愿望吗？不禁心里
一惊。不知从何时开始习惯按部就
班，自然也就没有太大兴致去做什
么总结和展望。但是，认真回想一
下，2014年于我而言，还真有着刻
骨铭心的记忆。

2014年夏天，母亲突发脑溢
血。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我的大
脑瞬间空白，也许是因为母亲身体
一直还不错，刚刚年过古稀，所以
我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等赶回老家
的时候，母亲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
室，所有的亲朋好友等在外边，焦
急万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母亲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0天，这20天
里，她一个人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生
死关，而我们在门外同样经历了一
个又一个生死煎熬。从能不能手
术，到手术后要不要切气管，再到
肺部重度感染，可能会引发心脏和
肾脏功能衰竭，再到谨防大脑二度
出血……一次次守在手术室外，守
在重症监护室外，不知道下一分钟
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母亲那一刻是

怎样的凶险，只能守着，除了祈祷，
便是从未有过的无力感和恐惧感，
幸好还有亲人间相互的理解、安抚
和温暖。

母亲康复了，家里又逐渐恢复
了往日的生活节奏。历经生死，更
能明白健康的意义和亲情的可贵。
如果说，2015年，我有一个愿
望的话，那就是希望家里的
老人，我的亲人们，一定要
健康！

说到健康，这也是身边
逐渐进入中年的朋友们谈
论最多的话题。常常说的就
是，人到中年终于明白，名利、金钱、
事业都是身外之物，唯有健康才是自
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刚开始很感慨，
真的是要到不惑之年才能有这样的
参悟呀！可是细想来又疑惑，悟到这
一点就真的不惑了吗？中年，无论是
工作、家庭还是情感、状态，用一个词
来概括，那就是稳定。因为稳定，对很
多所谓的身外之物不再那么饥渴，也
就显得从容淡定；因为稳定，对机遇
或者挑战大多怯而避之，自然少了
困难艰苦。所以总是觉得我们的不
惑，不过是对小情小理的了解，又
岂是真正的不惑？

比如说微信，我用它差不多一
年，刚开始也认真拜读朋友们转发
的各种文章，后来总是觉得入了眼
入了耳，却很难入心。仔细一想，微
信里面的东西，且不说那些拼凑来
的、虚构来的，就是认真写就的，一
旦放在浩瀚的互联网世界里，也都
成了知识碎片，如果你没有能力构
架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观念框架，就
只能充当复读机和传声筒。同时，
微信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则逻辑，循

着它的逻辑，你就会理直气壮地肯
定自己的行为，从而忘记了分辨，
更忘记了责任，这才会造成“赵本
山20吨黄金”的互联网事件。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
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这样的生
活应该不是以是否精致、是否超脱

为标准，也绝不是以是否能
够任性地消费，是否能够看
破滚滚红尘为标准，如果这
样就是不惑，那我们又何以
失去怀疑和判断的能力？

2014年，我最后一次走
进电影院，看的是烧脑大片

《星际穿越》，以我的智力，四维之
外的时空概念我真的无法想象和
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情感上
的认同和思想上的感悟。在真切地
体验时间和宇宙的无垠和变换时，
也就更加明白人的渺小与平凡，也
就更加懂得人应该要谦卑地活着，
且不可妄自尊大；但是另一面，在
时间和空间的某一个节点上，每一
个个体的人，又可以是伟大而富有
创造力的，这种伟大来自于悲悯的
情怀和理性的精神，且不用妄自菲
薄。

作为一个中年人，我已经不再
过多地考虑目标和计划，我知道中
年人的日子不是一个人的日子，有
太多的牵挂和分叉，但是没有关
系，日子一天天堆积起来，依然可
以是丰富而饱满的。我明白我虽然
已经身在不惑之年，但是我心里一
直都有困惑，这并不让我更加烦
恼，相反，还有一点小喜悦，因为它
能让我触摸到思想，感觉到自己。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
等研究院文艺学教授)

“我们每年电视剧的生
产数量太大，每一部都完全
原创很难，所以同质化、类型
化的现象比较严重。但是我
们始终坚决反对抄袭，这个
是底线，因为牵涉到知识产
权和著作权的问题。只要我
们的编剧抄袭，大家都不会
同意，不管是谁，不管抄谁
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 刘和平谈于正被诉
抄袭一案。

“人生在世，麻烦琐碎，
无非吃喝拉撒这些俗事。人
人无非家长里短，七大姑八
大姨，传媒中的八卦也不过
就是这些内容。但是，有一种
爱情是超凡脱俗的，是高悬
于所有琐事之上的，说得不
好听些，是俾睨众生的。它对
所有的世俗规矩不屑一顾，
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激情澎
湃，自由自在。”

“愿终身随心所欲，不为
自己划定任何价值观的牢
房，想爱谁爱谁，想跟谁在一
起就跟谁在一起，想怎么定
义自己的人际关系就怎么定
义，哪怕它完全不可归类，完
全违反习俗。只要出于自己
内心的需求和渴望，就一定
是美好的，至少是适合自己
的。只需要一点真诚，一点勇
气，就可以获得自由。”

——— 对于自己与变性人
伴侣“大侠”的恋情，李银河
在《人比自己以为的更自由》
一文中如是说。

“大家只顾学英文，看翻
译小说，不再看用字精简的
中文经典，结果英文没学好，
却把中文学坏了，化简为繁，
以绌代巧，加上电视、网络推
波助澜，讲病态中文变成时
尚。”

——— 对于台湾的“语言
癌”现象，著名作家余光中如
是说。

“所有艺术家都是‘贱
货’，面对困惑和困难时，他
有快感”。

——— 作家毕飞宇

“我的名字叫莫言，但实
际上讲话很多，废话更多；平
凹先生不叫莫言，他讲话真
少，但是名言很多。”

——— 莫言评价贾平凹。

“我已经60岁了，本身是
博导，算‘既得利益者’。之前
就已经看不惯一些事，打了
报告要求退休，现在微博被
关，我就更气愤了。”

——— 西南大学教授倪志
安公开举报本校招生腐败，
被问及是否担心得罪学校
时，他说自己是有心理准备
的。

本报实习生 刘娇娇 整理

享受购物的幸福
——— 透过钱包看美国（一）

中年的惑与不惑

一人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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