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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男人婚後會變成什麼樣？
昨晚上健身房人跡罕至，除了我之外還有三
個白人，四十出頭的爸爸帶著兩個十幾歲的兒子
。
倆孩子個頭不高，細胳膊細腿的，但是在肌
肉輪廓上已經開始顯現出鍛煉的痕跡。他們的爸
爸一米九多大個，寬肩後背，但是輕聲細語地指
導兒子，耐心做著示範。
刹那之間突發感慨，想到在我十幾歲的年紀
，跟我爸一起最多的活動就是在酒桌上領略各種
人情世故，並在煙霧繚繞中看著微醺的大人們指
點江山了。
如果說讓中國爸爸帶著孩子去健身房鍛煉，
可能相對較麻煩一些。因為忙事業，或者忙應酬
；亦或是對自己的身材要求過於苛刻——自己的
八塊腹肌都沒出來，怎麼好意思抛頭露面，並且
帶孩子去練？中國爸爸都很堅韌與低調。
於是我不禁想到，婚姻在美國男人身上通常
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結婚動機
先不管離婚率怎麼說，就美國而言，現如今
男人們結婚的主要動機還是因為愛情。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查顯示，約有 88%的美國人認
為愛情是結婚的重要原因。此外，以財務狀況或
者“權益”為主導的結婚動機分別占了 28%和
23%，而以宗教原因為主導的也只有 30%，在基
督教那麼普及的美國，這個比例還真是很低。同
時，“經濟能力”對於超過 71%的異性來說都是
成為“好伴侶”的重要條件。
所以對美國男人來說，有“愛”最重要，有
錢當然更錦上添花。
相較之下咱們國內要考慮的事情就稍多一些
。背景、成長環境、父母、職業發展等等，當然
了，除了重要的經濟因素之外，地域影響也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戶口嘛，你懂的。

個人形象

酒吧裡的一些單身漢們精緻的就像雜誌封面
上蹦出來的，他們為約會而生，並且自己的公寓
永遠都弄的井井有條——天知道今天會釣到什麼
女神。
而有些傢伙結了婚，再去酒吧的時候卻油膩
的像剛剛經歷過摔跤比賽，因為他們來的目的是
純粹的放鬆，來緩解工作上的壓力。
至於財務狀況，我相信中國和美國的男人都
是一樣的：約會時誇大展示，而結了婚卻恨不得
把撿到的每一個鋼鏰藏進自己的口袋。

但是他們對“加薪”問題上會充滿更多的
侵略性，美國男人在婚後可能會更頻繁地要求
加薪，他們要為自己和伴侶的生活負責。因為
他們通常也不願意為了家庭開支而犧牲自己以
往的生活模式，於是就需要更多的“燃料”去
支撐。

自我感覺良好？No
也許是教育方式不同，美國人相對而言都
比較自我一些，特別是美國男人。但是無論是
自私、固執和充滿侵略性，亦或是幼稚、自戀
和獨斷專行，在成功的婚姻後都會大幅度淡化
——因為這些屬性在和另一個同樣“自我”的伴
侶的相處中沒有任何地位。而美國人在離婚方面
也幾乎沒有什麼“傳統觀念”的束縛。所以成功
維持下來的婚姻關係中，雙方付出的品質還是十
分可觀的。
所以美國男人更會學到如何做出多方妥協，
這也使他更善於處理友誼、家庭和工作關係。

傳宗接代
相較而言，美國男人並沒有什麼來自上一代
的“傳宗接代”的壓力。當然了，除非家裡是上
市公司或者別的亂七八糟的“王位”要繼承。
美國人除了有信仰的教徒（禁止墮胎），或
是純粹“擦槍走火”以外，當上爸爸的也大多是
完全“自願”的行為。總而言之，不會是由於來
自長輩的壓力。
而對咱們來說，這個問題就會稍微複雜一些
：生不生，生幾胎，生男生女，親戚打聽，父母
壓力，養育成本，二胎政策，學區房條件等等。
內憂外患吧，你懂的。

女性真正的保護者
在熱衷於賽車、滑雪、衝浪以及懸崖蹦極的
美國男人來說，婚後不僅會有意識地收斂很多，
而且也會變得對妻子的安全非常敏感。推己及人
，他們也會容易感知到所有周邊女性的安全狀態
。
如果餐廳裡的一個陌生女性旁邊有讓她不舒
服的騷擾者，通常走過來查看狀況並詢問是否需
要幫助的，都是已婚男人。因為他們不僅能對女
性“正常”與“厭煩”之間的界限更加敏感，而
且在拔刀相助的同時也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在需要
的時候也會得到好心人的幫助。

衝動消費
對於美國男人來說，婚後花錢的目的性更強
。在自己的財務分配上也更加理智——雖然有的
時候會理智過頭。
一位白人女性網友說：“我老公還是我男朋
友的時候，曾經會拿收入的三分之一給我買禮物
，當然了我並不是期盼他現在還這麼衝動——但
是他好久都沒有送我超過 25 美金的東西了。”
獨立，計畫和目的性讓他們在金錢方面更加
成熟。一方面不會把“財政大權”交給妻子，另
一方面也不會有“小金庫”這種偷摸的行為。一
同設立銀行的“共用帳戶”成為了潮流，夫妻為
家庭共同努力，大大方方的。

男人帶娃
既然是團隊，那麼帶孩子的工作均攤也就見
怪不怪了。美國的爸爸們相對而言在孩子身上花
費的時間更多。除了減輕妻子負擔之外，美國男
人相信一手牽著老婆、一手抱著孩子更能體現出

美國有錢人是如何煉成的？

提到巴菲特這個姓，你肯定第一個想起的是
沃倫· 巴菲特，畢竟是大富豪嘛。其實他們一家子
都是成功人士。
這會讓人忍不住好奇他們家是不是什麼風水
寶地？怎麼盛產成功人士？有錢人到底是如何煉
成的？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還要從頭說起，所以
我們先來說說巴菲特的父親：
霍 華 德 · 巴 菲 特 （1903/8/13~1964/4/30） 是 一
名成功的政客和投資人。在霍華德這一代，巴菲
特的家族生意是一家超市，但是霍華德並沒有子
承父業，而是選擇自己開了一家股票投資公司，
Buffett—Falk&Co.而後又選擇從政，兩次當選美國
參議院成員。
在沃倫· 巴菲特的自傳裡他寫道：
「我父親是一個異常正直的人，他拒絕一切
賄賂行為，甚至自覺減薪，在他第一任期時，國
會的薪水從 10000 美元提高到 12500 美元，但是我
父親堅持認為錢應該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於是他在發薪當天就把多餘錢都留在國會大
廈的辦公室裡，並且堅持只領原來的薪水。據我
媽媽回憶他當時擔心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當決
定是否給一項法案投贊成票時，怎麼才能確定這
個法案是為了人類自由而推出的。」
可以說正是父親的這段經歷為沃倫· 巴菲特的
成功奠定了基礎。小時候當父親還在股票交易公
司上班時，他就跟著爸爸去公司，用粉筆幫他們
抄寫股票價格。11 歲的時候沃倫· 巴菲特做了自己
人生中的第一筆交易。
在父親的幫助下，他用自己的零用錢以每股
32 美金的價格購買了 3 股股票，但是他買完之後
這檔股票跌到了 27 美金，這可把小沃倫嚇壞了，
於是等這檔股票漲到 40 美金的時候他馬上就把它
賣掉了。
和英語的能力。
但是不久之後這檔股票就沖到了 200 美金一
股，這讓沃倫· 巴菲特後悔不已，不過也引起了他
對投資的興趣。
後來的故事我們也都知道了，他成為了今天
11面對面聯繫房主
我們熟知的世界第二大富豪。在沃倫的成長過程
。
中，父親對他的影響非常大，從小就教導他要經
濟獨立，以至沃倫上大學的錢，6000 美金都是自
己少年做小生意掙來的。
雖然沃倫小時候家庭條件不錯，但是身為議
員的父親不許張揚，依舊保持著勤儉節約的好習
慣，霍華德還經常説明有需要的人，他認為這是
他身為議員該做的事情。

沃倫· 巴菲特的成功跟父親的教導脫不開關係
，那沃倫自己孩子們的成功跟他的教導也脫不開
關係。他的三個孩子蘇珊，哈沃德和皮特在自己
的領域都很有成就。
沃倫· 巴菲特繼承了父親的傳統，也從小就鼓
勵孩子們經濟獨立，這一點從他大手筆的捐獻就
能看出來，他曾經說過：
「那些將要出生的小巴菲特們不應該只因為
投對了胎就有權利掌控社會，這一點都不公平。
」
他不僅不給兒女們錢，連借都不借。據大女
兒蘇珊回憶，當時她正需要 4 萬 1 千美元來擴大自
己的廚房，跑去向父親借錢，但是被他拒絕了。
蘇珊繼承了父親的善心，曾經嫁錯了人的她
，在離婚後把精力都投到了慈善事業當中。她涉
及的領域非常廣，教育，家庭，疾病方方面面的
慈善組織都有她的身影。她坐鎮的巴菲特基金，
在短短 6 年裡從 10 億美元漲到了 120 億美元。
二兒子哈沃德· 巴菲特應該是和老爸最像的，
他是個成功的商人，慈善家，政治家。如果非要
說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是哈沃德熱愛種地。
1977 年，開始了他的農民生涯，但是作為父
親的沃倫並沒有反對，反而花了 76 萬美金買下了
一個農場，當然這個農場不會白送給兒子的，沃
倫把這個當做一筆投資，哈沃德是經過精心計畫
，還向父親遞交了計畫書。
沃倫一看這個有前途啊，才買下的農場。每
年哈沃德都要向父親交租金和分成。有了父親的
支持，哈沃德農場的生意越做越大，通過自己的
努力，他的農場擴大到了伊利諾，亞利桑那甚至
南非，統共加起來 12300 英畝（49.77 平方千米）
地。
他利用這些農場積極研發高產作物，為解決
世界饑餓問題作出努力。後來 1992 年的時候他終
於決定回到 Berkshire Hathaway 幫助父親，但是這
也沒耽誤自己種地，因為他還兼任著自己農場的
主席。
小兒子皮特· 巴菲特大概是跟父親走了最不同
的路，皮特繼承了媽媽的音樂才能，大學時期發
現了自己的對音樂和作曲的熱情，於是大學畢業
後，由於從小就被培養的經濟獨立，他並沒有向
父親要錢，而是拿著自己的存款去租了個小破房
子，開了輛小破車。家裡唯一值錢的是那套錄音
設備。
後來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皮特終於在音樂界混

出了名堂，贏得了艾美
獎。但是用沃倫· 巴菲特
自己的話來說小兒子跟
自己也很像，他們都做
著同樣的努力，只是走了不同的路。
沃倫· 巴菲特還分享過小時候他管教小兒子的
一件趣事，那時候皮特才上高中，對攝影情有獨
鍾，當時皮特突發奇想，想退學出去當流浪攝影
師，既能欣賞大自然的美又能做自己喜歡的事，
一舉兩得！
當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巴菲特夫婦時，兩個人
都驚呆了，這明顯是個不成熟的想法，但是兩人
又不想撲滅孩子的熱情。於是巴菲特夫人悄悄找
了皮特學校老師，請求讓皮特成為學校紀念冊的
攝影師。
老師看過皮特的作品後也覺得他能勝任這份
工作，於是就向皮特發出了邀請。接到邀請的皮
特大喜過望，馬上把輟學的事情拋到腦後了。
沃倫· 巴菲特確實找到了如何影響孩子決定的
平衡點。後來等孩子們長大，他們事業怎麼發展
就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沃倫· 巴菲特並沒有多
加干擾，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他說道：
「我的孩子在社會上有什麼樣的地位，將要
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去實現。不過他們也知道不管
他們做什麼樣的決定，我都會在背後支援他們。
」
在巴菲特眼中，只因為自己投對了胎就能衣
食無憂是一個錯誤地想法，所以從小到大，他雖
然沒有刻意隱瞞，但是也沒有告訴過孩子們自己
到底有多少錢，孩子們也從不懷疑，因為他們從
小過著與常人無異的生活。
坐校車上學，住普通的房子，該打工打工。
直到小兒子 20 多歲的時候，在福布斯富豪排名榜
上看到自己的父親才知道自己家多有錢。
沃倫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由於父親愛德華
從小對他的影響，沃倫也不喜歡張揚。他這麼做
也是為了讓孩子們不要對錢產生一種奇怪的情緒
，並且能交到朋友，那些不是為了錢而接近他們
的真心朋友。
沃倫在管理公司和教育孩子中總結出了很多
相同的道理，下面就是他在養育孩子和工作的時
候堅持的幾個原則（拿走不謝）：
1. 不要害怕開口提要求 教育孩子:你想要什
麼就說，不管是想要玩具，還是想去聽演唱會，
一定要先說出來，然後我們就可以討論你需要做
出什麼努力才能換來你想要的東西，以及這件事
合不合理。
對於工作：你要開口求助，不管是你需要器
材，意見，投資甚至是一個開始的地方，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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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男子氣概——這種情形在各大旅遊景點都
十分常見。
兩個已婚男人在一起互嗆時，甚至還會比誰
才是更好的父親。
一個人說：“得了吧，上周聚會你甚至都沒
有跟孩子們一起玩，你當時只顧著喝酒！”
另一個回嗆道：“哼，我能講出來我兒子五
個老師的名字，還是全名，你行嗎？”
結果第一個父親就噎住了，因為他只能叫出
一個老師的名字——於是就偃旗息鼓，輸掉了
“比賽”。
在諸如此類的輿論氣息的影響下，美國一個
“好父親”的標準並不是賺多少錢、給孩子買了
多少東西，而是真正參與了孩子的生活，熟知孩
子的方方面面。
所以說到這裡，我在剛開始提到的父子三人
一同鍛煉的場景也就見怪不怪了。
不過話說回來，在國內，雖然也有少數“喪
偶式育兒”的現象的發生，但是中國環境下的
“好爸爸”卻當真是父愛如山的。如果說美國男
人願意言傳身教的同時和子女打成一片，那麼中
國男人就願意為了孩子的未來而完全燃燒自己的
生命，直至成為灰燼。
對“傳承”和“希望”的態度不同，這也許
就是兩國之間最大的文化差異吧。

說了，就可能發現有人有你想要的東西，而他們
這急需你接手。
2. 替別人著想 教育孩子：替父母想想，替
你的兄弟姐妹想想。當你和父母或兄弟姐妹鬧矛
盾的時候，想想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說這麼做，問
題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對於工作：替你的客戶著想，如果你能提供
超乎想像的服務，那你就能在同行中勝出。如果
你是鏟雪的，那就要關注天氣預報。大雪即將來
臨時，提前跟客戶聯繫，為他們做好準備。
3. 不要怕失敗 教育孩子：作為父親，我希
望你們失敗，因為只有失敗了才能證明你在做著
艱難且重要的事情。不要害怕失敗，因為我永遠
在你們背後。
對於工作：如果你不知道在你的領域成功都
需要哪些技能？沒關係，在失敗中摸索，哪裡碰
了釘子就回去研究，多讀幾本書，多問問別人，
在失敗中學習到的東西是記得最牢的。
4. 誠實並且公平 教育孩子：誠實和公平是
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素質，它們會在你日後的生
活中幫助你很多，雖然有時候誠實可能會傷人，
公平可能會很難，但是要把目光放的長遠。真誠
並且善良的對待別人，別人才會選擇跟你在一起
。
對於工作：對你的顧客誠實，對自己的員工
公平。你對他們誠實了，才能換來顧客的信任，
如果出錯了，不要掩蓋，馬上道歉並且彌補。這
樣對待客人才能保住你的工作，這樣對待員工，
你的公司才能強大。
5. 懂得感恩 教育孩子：所有人，包括父母
都不是白白就給你東西的，雖然你是通過自己能
力得來的，但是你同樣要懂得感恩。這種感恩可
以以你的方式表達，但是一定要表達出來。
對於工作：創業並不僅僅是為了賺錢，你要
把慈善也規劃到你的計畫中。世界上有很多好事
可以去做，你可以憑你的喜好，你的想像力，你
的創造力來決定你想為什麼東西貢獻你的力量，
可以是去做義工，也可以是捐錢。
6. 習慣存錢 教育孩子：從小養成存錢的習
慣，特別是對一個小孩來說，你可以買你最想要
的玩具，或者去看場電影，跟朋友出去玩。有一
筆存款可以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幫你解決很多問
題。
對於工作：在花錢之前先做好計畫，不要小
看一個好的預算，這是成功的根本。如果收益了
，把能花的錢跟要存的錢劃分好，這可能在將來
能解你的燃眉之急。
最後懂得這些道理並不難，但是真正能做到
，並且堅持下來才是變成有錢人的秘訣。

堪城
新聞
堪城分類廣告請洽:
913-850-0781
1-314-991-3747

餐館出讓
有意者請洽陳太太
，中午2點至4點

913-653-3783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
水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
大小工程一條龍服務、20年
經驗，免費估價。 請電 陳師傅

816-787-5098

周日聚会时间
9:30

AM

英文主日崇拜
中文主日学

10:50

AM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周六1:30-3:30 中文学校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