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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停车那些事
□吴华伟

在很多人印象中,美国地广
人稀,停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中,如何
停车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笔者曾在美国休斯敦访学一年,

对如何在这样一座拥有四百多
万人口的大城市停车,有着切身
的体验。

作为美国第4大城市,休斯
敦是美国西南部的经济中心,以
其发达的能源石油工业、航天
高科技、生物医疗技术闻名世
界。笔者住在离市中心6 . 5英里
(约10 . 5公里)的Scotland Yard公
寓。这个小区的房屋虽然比较
破旧,但是有几百套公寓,是附近
较大的小区之一。考虑到租客
们基本上都有车,小区办公室将
小区内道路的两侧都划成了露
天免费停车位,对本小区的租客
免费开放。如果你特别在乎自
己的爱车,小区还提供一定数量
带有棚子的停车位,不过天下没
有免费的午餐,必须每个月支付
150美金才能使用这样的车位。
总体来看,小区内的停车位还算
是基本满足了住户所需,笔者一
般都能把车停在自己所住的公
寓楼下。

对于当地普通居民来说,如
果有自己的房屋(house),一般都
会配有车库。笔者的律师朋友
露丝是典型的当地中产阶级,他
们家在上世纪90年代建房时,就
已经建好了可以停两辆车的车
库。现在他们家有三辆车,其中
一辆是她去世的婆婆留下的,这
辆车一直停在车库里,他们夫妻
二人的车则或停在院子里,或停
在房子附近的道路旁边,只要靠
边停好车,没有阻挡他人出行,在
这种道路靠边停车不算违法。

至于出门购物,停车也不困
难。像沃尔玛、Kroger、HEB等大
型超市和购物场所,早就规划好

充足的停车位,一般都会有几百
上千的停车位,停车场的面积常
常是营业场所面积的几倍。为
了照顾一些行动不便的顾客,还
留有残疾人停车位。

除此之外,如果你要去人口
聚集的地方,停车就变得没那么
简单。就拿笔者所在的莱斯大
学来说,该学校面积比较小,占地
仅约285英亩(约1730亩),又紧邻
市中心和休斯敦医学中心两个
商业区,再加上学生老师比较集
中,尽管学校建有6个地上停车
场、1个大型地下停车库,但车位
还是比较紧张。工作日的上课
时间,学校的停车场总是满满的,

好像在召开汽车博览会。在这
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市场经
济原则就起了绝对作用,按照学
校规定,每一个停车位都需要付
费。而距离学校教学中心的远
近不同,价格差别巨大。离主楼
Lovet Hall最近的停车场每年的
车位租金是800多美金,而远在学
校体育场外边的Greenbriar停车
场,车位最多,价格却便宜,每年只
要165美金,因为从这个停车场步
行到主楼 ,大约需要20分钟时
间。另外,这个价格是针对教授、
职员、研究生的价格,对于本科
生来说,还可以减半收取。笔者
就办理了最远的Greenbriar停车
场停车证,下车后再走二十分钟,

既省了钱,又锻炼了身体,也算是
一举两得了。

为了方便校外来访者,学校
停车场中有三个对外开放,最便
宜的Greenbriar停车场对外一天
只需1美元,最贵的北部停车场,

则要每12分钟1美元,一天11美元
封顶。

在莱斯大学东南是休斯敦
医学中心,据统计,在这片1300多
英亩(7891亩)的土地上,共有1000

多家医疗机构,世界闻名的安德
森癌症中心、贝勒医学院、得克
萨斯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就坐

落在这里。医学中心的土地和
空间弥足珍贵,为了方便医生和
研究员们停车,中心的管理者在
大大小小的医院旁边建有很多
栋多层停车场,这种停车场一般
都优先开放给周围医院和研究
机构的工作人员,尽管停车位很
多,但在正常的上班时间一般都
是“车满为患”。来访者若开车
进入医学中心,很难找到合适的
停车位,有些人不得不把车停在
外边,再步行进去。即使有幸在
医学中心里面找到车位,价格也
极昂贵,有时甚至高达每小时15

美元。笔者所住公寓的邻居老
范,是贝勒医学院的口腔科博士
生,他虽然十多年前来美,早已在
此安家立业,但仍每天坐城铁上
下学,用他的话说,不是烧不起油,

而是不忍心支付每天12美金的
停车费。

距莱斯大学大约5 . 3英里
(约8 . 5公里)就是休斯敦市中心,

这个有200多年历史的商务中心
见证了休斯敦的发展与兴衰,摩
根大通、富国银行、壳牌石油公
司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都在这
儿设有分支机构。市中心的土
地寸土寸金,一般情况,你如果在
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间来这儿
停车,只能选择这里68个停车场
中的一个,其中最贵的停车场每
天租金要30美元,最便宜的则是7

美元。如果非工作时间来市中
心游玩,大部分地区空荡荡的,停
车也就不再是一件难事,如果不
想花钱,就可以停在马路两边,在
一些比较宽的马路上,一般在下
午4点以后就可以免费停车。但
对不熟悉市中心道路的人来说,

要想找到这些免费的停车点,可
能需要费些周折。如果既不想
花钱,又不想费时费力找免费停
车位,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
车停在市中心外边,自己走到市
中心去好了。

总而言之,尽管休斯敦汽车

数量众多,在有些地方停车不太
容易,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有秩
序,没有像国内很多大城市那样
惨不忍睹。这一方面是因为休
斯敦的人口比较分散,可以部分
缓解停车压力,但笔者认为,最主
要的原因还是做好了提前规
划。

美国汽车文化发达,因此对
有关汽车的一切都建立了一套
相对成熟的管理制度,停车位的
规划也不例外。例如在被称为
休斯敦“宪法”的《休斯敦宪章》
中,详细规定了绝大部分建筑的
停车位规划标准:对一般的办公
建筑来说,每1000平方英尺(约93

平方米)的面积需要规划车位
2 . 5个；对医院来说,一张病床需
要规划车位2 .2个,而精神病院则
是4张病床规划一个车位；对教
堂来说,每5个座位规划一个车
位；小学,每12个人规划一个车
位,初中是7个人一个车位,高中
则是3个人一个车位。大学稍有
不同,3个雇员一个车位,再加上
每10个住校生一个车位,每5个走
读生一个车位；对公园来说,每
英亩(约4046平方米)需要5个车
位。

从法律的层面对停车位做
了详细具体的规划,其中涉及到
停车位的规划条文有大约15000

字之多,这可能令许多人大吃一
惊,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定既然经
过了市议会讨论通过 ,那也就

“板上钉钉”了,从市政府到普通
老百姓,都违法不得,否则,在错误
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停了车,被
警察发现了,不是吃罚单就是遭
受车被拖走的厄运了。

总而言之,前期规划做得具
体细致,加上法律的强制力,在很
大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休斯敦
的停车难题。

(本文作者为齐鲁晚报国际
新闻部编辑,美国莱斯大学访问
学者)

□董智元

寒假前 ,给妈妈打了电话 ,问她
喜欢什么东西 ,好带点儿回去送给
她。因为这学期得了一等奖学金,这
回是真正用自己努力挣来的钱孝
敬她,而不是用她给的钱。

妈妈像平常一样乐呵呵地说 :

“不用买啊 ,我什么都不缺。你平安
回来就好。”

这哪儿成?妈妈是我最亲的人,
20年了 ,都是她为我付出 ,我从未给
她买过一样东西 ,现在终于自己挣
了钱,总得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可
是细想想 ,妈妈究竟喜欢什么 ,我还
真不知道。穿的嘛,她在机关工作,总
穿职业套装 ,尺寸大小我不清楚 ,也
不知她喜欢什么颜色,真是没把握。
吃的呢 ,好像也没注意她有什么特
别的偏好 ,从来没有意识到父母爱
吃什么。用的呢,更不必说,我向来粗
枝大叶 ,连自己的东西都搞不定 ,需
要妈妈操心,何谈关心在意别人。左
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就给爸爸打电
话征求意见。

爸爸说 ,妈妈接了电话后很是
感动 ,一直在念叨儿子长大了 ,懂得
关心人了 ,这是给她最好的礼物。

“儿子,其实我和你妈真不缺什么,不
用这么见外 ,我们就等着你长大 ,等
着你懂得感恩回报的那一刻 ,这对
我们更珍贵。”

我拿着电话,鼻子酸酸的。我是
独生子 ,从小到大享受父母的宠爱 ,

并且一直认为是天经地义 ,坦然受
之 ,从没有想过他们也会有需求 ,也
渴望得到儿女的关爱。今天想给妈
妈送个小礼物 ,反而令她惊诧 ,觉得
见外 ,这是她还没有习惯享受来自
儿子的爱,这是我的疏忽啊!

反思之后,觉得好愧疚。做他们
的儿子20年了 ,竟然记不住妈妈的
穿衣尺寸 ,说不出爸爸的喜好 ,更不
晓得人到中年的他们身体是否有
些小毛病。就如同乘坐一条小船,我
养尊处优地躺在甲板上晒了20年的
太阳 ,从未想过起身搭把手帮他们
摇一下桨,或者在旁唱一首歌。今天
当我警醒并有能力实现时 ,却又不
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能为他们做些
什么。

好想对爸妈说声对不起 ,请他
们原谅我的愚钝,让你们等得太久!

于是 ,我破天荒地在周日乘校
车去兰州市里逛商场 ,从食品到衣
服鞋帽,一一浏览。我突然想起妈妈
这些年一直拎着黑色皮包 ,很少换
过颜色 ,在机关里显得很严肃 ,人到
中年 ,应该添点色彩了 ,会显得年轻
点。等走出商场,我手里拎着送给妈
妈的漂亮坤包和给爸爸的剃须刀。

下了火车回到家后 ,拿出给爸
妈买的礼物 ,他们俩一边爱不释手 ,

欢喜万分 ,一边又不停地念叨 :花不
少钱吧,以后再别买了。

其实我知道 ,下一次 ,我还会给
他们买,他们也还会高兴地、习惯性
地“见外”。也许,这就是父母对儿女
的爱 ,不忍心让儿女破费 ,更不会轻
易开口索求 ,即使心里被儿女的孝
心温暖着 ,嘴上也唠叨着略带埋怨
花钱的话。大约世上的父母都是以
这样“见外”的方式爱着我们 ,只是
我们这些儿女识之甚晚。

碎碎念

有一种爱叫“见外”

名家言

□史飞翔

时下有个词悄然兴起———
“中国式雅致生活”。什么是“中
国式雅致生活”?“中国式雅致生
活”,是指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
以智慧、闲适和觉醒为主要特
征的一种艺术的人生态度和活
法。“中国式雅致生活”是对“乡
土中国”的一种历史追忆,是对
农耕时代田园牧歌生活的一种
精神向往,是对抱朴守真心灵生
活的一种崇尚回归。“中国式雅
致生活”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
育出的一种古典的生活方式。

“中国式雅致生活”在精神
层面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是简约。“中国式雅致
生活”追求的是一种精致的生
活态度,而非奢华的生活方式。
那种一掷千金、醉生梦死的“土
豪生活”,那种追求香车、豪宅、
权力、美女的所谓“成功生活”
都不在此列。“中国式雅致生
活”更多的是隐含着一种精神
和文化。

其次是闲适。闲适是一种
优雅,闲适是一种从容,闲适是一
种境界,闲适是一种智慧。“中国
式雅致生活”享受的是充实的
生活,而不是平庸的日子；是平
实无华的岁月,而不是灯红酒绿
的时间；是安然平静的时光,而
不是愤懑暴怒的态度。

最后是智慧。“中国式雅致
生活”是一种智慧的活法。拥有
这种智慧的人,高而能下,满而能
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
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
浅,明而能暗。

何谓“中国式雅致生活”?

“中国式雅致生活”是“闲爱孤
云静爱僧”,是“洗砚鱼吞墨,烹茶
鹤避烟”,是“笑看风轻云淡,闲听
花静鸟喧”,是“竹密岂妨流水过,

山高哪碍野云飞”,是“行到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

“中国式雅致生活”是中国
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林语堂先
生是一个天分颇高的人。他在
研究了孔子、老子、庄子、陶渊
明、苏东坡等人之后,形成了一
套以“觉醒、幽默、闲适、享受”
为要义的生活哲学。

在一篇题为《中庸的哲学:

子思》的文章中 ,林语堂写道 :

“生活的最高类型终究是《中
庸》的作者、孔子的孙儿子思
所倡导的中庸生活。这种中庸
的精神在动作和不动作之间
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其理

想就是一个半有名半无名的
人；在懒惰中用功,在用功中偷
懒；穷不至穷到付不起屋租,而
有钱也不至有钱到可以完全
不工作 ,或可以随心所欲地帮
助朋友；钢琴会弹,可是不十分
高明 ,只可以弹给知己的朋友
听听 ,而最大的用处却是做自
己的消遣；古董倒也收藏一些,

可是只够排满屋里的壁炉架；
书也读读,可是不太用功；学识
颇渊博,可是不成为专家；文章
也写写 ,可是寄给《泰晤士报》
的信件有一半退回 ,有一半发
表了——— 总而言之 ,我相信这
种中等阶级生活的理想 ,是中
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
理想。”

同样,周作人先生在《北京
的茶食》中也说:“我们于日用必
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

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
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

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
求饱的点心 ,都是生活上必要
的——— 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
是愈精炼愈好。”这就是“中国
式雅致生活”。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如今
我们已进入一个高度发达的工
商社会。在一个人心普遍比较
浮躁功利的时代,人们总是步履
纷杂、行色匆匆。在一个人头攒
动、惜时如金的社会,人们总是
很忙——— 忙得心力交瘁,忙得长
吁短叹,忙得精神萎缩,忙得心灵
苍白。这时我们多么希望自己
能慢下来,过一种艺术的、诗意
的“中国式雅致生活”。三千年
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
终归诗酒田园。我们需要———

“中国式雅致生活”。

我们需要中国式雅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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