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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把没有经过加工和储
存处理的食物都叫作新鲜食物。但收
割或宰杀比较久的“新鲜食物”，在营
养和食品安全方面都会变差。这些新
鲜食物很容易成为细菌生长的乐园。
植物中的细菌生长还可能把硝酸盐转
化成亚硝酸盐。在现代食品加工中，
控制细菌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一般的低温（比如冰箱的保鲜温
度 4℃）并不能让生化反应和细菌生长
停止。在冷冻温度下（比如冰箱的冷
冻温度-18℃~-20℃），这些反应就基
本停止了，细菌也不会生长。从理论
上说，食物在冰冻温度下可以长期保
存。

不过在一般的冷冻过程中，食物

温度下降得比较慢，食物中先出现一
部分水的晶核，随着温度继续降低，晶
核逐渐增大。由于冰的密度比水小，
冰晶可能会破坏食物的细胞结构，从
而导致食物的口感变差。这也是很多
人不喜欢冷冻食品的原因。

速冻食品采取的是一种比较独特
的冷冻过程，能快速地把食物温度降
到远低于水的凝固点。由于降温速度
快，水在 0℃的时候并没有结冰，从而
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过冷的状态。等到
水温远低于 0℃的时候，大量的水同时
结冰，且不含冰晶，而是形成一种类似
玻璃的结构。这种结构对食物细胞的
破坏比较小，从而可以保持食物被冻
前的状态。

速冻食品也是如此，相当于把食
物“固定”在冻前状态。因此，速冻食
品能保存食物的营养并保证它的安全
性。不过，速冻保存和冷冻保存只是
停止了食物中的生化反应和细菌生
长，并没有杀死其中的细菌。如果把
食物反复化冻，就会积累越来越多的
细菌，且可能对食物质感有比较大的
影响。因此，买来的速冻食品最好是
吃多少化多少。

如果食物不得不经过一段时间的
周转才能到消费者手里，那么速冻食
品是更好的方式——相比于放了好多
天的“未加工”“未冷冻”食物，速冻食
物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新鲜食物的营养
且更加安全。 摘自《科学画报》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拓张，人类的
领土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导致野生动
物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可以说已经到了
退无可退的地步。求生的本能让一些
本来在白天活动的动物发现，人类晚上
都要睡觉，于是它们不得不在白天避开
人类的干扰，选择夜间出行，彻底颠覆
了自身物种千万年来的活动模式。

为了解野生动物是如何改变自身
行为模式以应对人类活动的，研究人
员整合分析了 6个大洲共 62种动物的
研究文章。结果显示：如今，夜幕降临
后，被调查的动物比人类抵达前更加
活跃，它们在黑暗中狩猎、觅食。一些
过去通常平均分配昼夜活动时间的哺
乳动物，比如野猪，如今它们把夜间活

动占比增加到了 68%；而在尼泊尔，在
人们种植和劳作的地区，堪称百兽之
王的老虎，也更多地转向夜间活动；在
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鲁斯山脉，为了
避开远足和骑行的人类，郊狼转而在
夜间更频繁地捕猎。

除了昼伏夜出，研究人员还发现，
这些动物们对人类的警惕性也比以往
有大幅度的提高。他们发现，无论人
类活动会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动物，
它们都会尽可能地避开人类。比如一
只鹿若是远远地察觉到有人类在可视
范围内远足，由于在长期的生存适应
过程中形成了对人类的恐惧，它会主
动避让，就仿佛遇上了自己的自然界
天敌如狼群、豹子一样。

虽说昼伏夜出能避开人类，但对
于像野猪、鹿、羚羊这样的动物而言，
它们的眼睛天生就是为了看清白天的
事物，因而夜间活动也让它们面临新
的风险。比如一些本是昼行性的兽
类，选择夜晚出行，黑暗的世界、极低
的可见度无疑会大大降低它们捕猎和
觅食、寻找水资源的能力，甚至影响它
们的交配行为。这给它们的生存带来
另一种危机。

此外，一些原本昼行性的动物在
夜间出来“蹦跶”，也会面临被夜行性
动物捕食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活
动模式的转变可能会改变整个食物链
中物种之间的关系，长此以往，很多动
物可能面临灭绝。 摘自《奥秘》

中国种植大豆已有几千
年历史，而欧美国家种植大豆
的历史不太长。20世纪初，美
国仍将大豆视为饲料作物，但
一位中国女性的到来，帮助美
国人重新认识了大豆的价值，
她的名字叫金韵梅。

金韵梅于1864年出生在
浙江宁波，在她两岁时，父母
死于霍乱，美国传教士麦嘉谛
夫妇收养了她。后来，她跟着
养父母去日本住了几年，之后
来到美国纽约定居，并在那
里读了中学。16 岁那年，她
进入纽约女子医学院就学。

那时候，黄皮肤女性在
美国常被歧视。捷克汉学家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在上世
纪30年代曾为金韵梅写了一
本传记《我的中国姐姐》，金
韵梅在接受普实克采访时
说：“因为我是黄种人，大街
上的工人经常咒骂我，我的
白人女同学也不爱理我。”

1885 年，金韵梅以全班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成
为最早毕业于美国的中国女
学生。毕业后，她先后在数
家美国医院工作，并在纽约
《医学周刊》杂志发表学术报
告《显微照相技术的研究》，
获得同行的称赞。

1894 年，她和一位葡萄
牙裔澳门音乐家结婚，婚后
两人在夏威夷生活了一段时
间，育有一子。

那时候，美国虽然有了
第一部排华法案，但是金韵
梅作为“跨国精英”得到了豁
免。1904 年，罗斯福总统给
金韵梅写信说，他没有能力
让她成为美国公民，但她可
以永久留在美国。

金韵梅还作为医学传教
士 ，到 中 国 和 日 本 行 医 授
课。1907 年，金韵梅在天津
北洋女子医院任院长，并亲
自为学生讲授治疗学和药理
学等多种医学课程。次年，
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资助
下，金韵梅在天津创办了护
士学校，成为中国护理学发
展的先驱。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金韵梅回到美国，在
美国农业部负责研究大豆的

食用和药用价值。那时，美
国人口激增，食品尤其是肉
类食品短缺，无法满足人们
对蛋白质的需要，急需找到
适合人类消化和吸收的新植
物蛋白食品来源。

这时，金韵梅将中国传
统的豆腐和酱油等豆类制品
向美国公众推荐，说只要多
摄入这些豆类制品，就可以
弥补蛋白质的不足。她说：

“豆腐和酱油等豆制品是最
佳的肉类蛋白替代品，而且，
生产大豆所耗费的资源很
少。在历史上，豆制品曾对
支撑中国这个古老农业大国
的人口繁衍起了重大作用。”

1917 年，受美国政府委
派，50 岁出头的金韵梅专门
回到中国，研究豆制品的制
作工艺。那时，她已经是美
国知名营养师。当年 6月 10
日的《纽约时报》刊文说：“美
国派特使去中国研究大豆，
金医生将把她本国最常见的
食物带给美国。”

“美国人不知道怎么利用
大豆。”金韵梅出发前告诉记
者，“必须要让它美味可口，
否则人们就不会接受它。”

在中国经过一番实地学
习 之 后 ，金 韵 梅 回 到 了 美
国。美国农业部给了她一间
实验室，让她在那里以中国
的传统方法将大豆制作成豆
腐。她的一些化学家同事将
她制作好的豆腐带回家，吃
饭的时候，这些同事甚至分
不出菜碟中哪块是鱼肉、猪
肉，哪块是豆腐。从此，豆腐
等大豆制品在美国得到了重
视并广受欢迎。

1934 年，金韵梅因为肺
病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
年 70岁。在临终前几天，她
对好友普实克说：“我就葬在
北京，我的灵魂会融入这块
土地。”在她逝世后，人们遵
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了
北京郊区。

2018年，美国作家马修·
罗斯所著《魔豆——大豆在
美国的崛起》一书中说：“在
向美国民众大力推广豆腐方
面，金韵梅领先于时代好几
十年。” 摘自《羊城晚报》

所谓“奔竞”，是指为功
名利禄奔走争竞，用来形容
一味追名逐利的人。类似我
们 今 天 所 说 的“ 跑 官 ”“ 要
官”。指一些人通过拉“关
系”，走“后门”，处心积虑地
牟取官职和权力的行为。

“奔竞”古已有之。正面
的例子有“毛遂自荐”，但更
多的是反面的例子，《南史·
颜延之本传》有“外示寡求，
内怀奔竞，干禄祈迁，不知极
已”之评论。官场上的攀龙
附凤，拉帮结派，团团伙伙，
结党营私之风由来已久，就
是说为了个人名利、权力，采
取以行贿等为主要手段的跑
官要官行为不胜枚举，在晚
清时代尤为突出，腐败至极，
属于官场公开的秘密。

晚清权臣肃顺就是一个
喜爱“奔竞”的人。咸丰十年
（1860 年）肃顺被授御前大
臣、内务府大臣，以户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
臣，统领行在一切事务。咸
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驾崩
前，肃顺受命为赞襄政务王
大臣，在顾命八大臣中最具
实权。是年十月二日夜，肃
顺在护咸丰帝梓宫回京途
中，行至密云，被慈禧太后谕
旨秘密逮捕，随后被斩于菜
市口。这个被惩处的“咸丰
三奸”（载垣、端华、肃顺）之
一的肃顺曾权倾一时，在朝
中结党营私，拉拢了不少当
朝大臣。王茂荫官户部右侍
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时，曾被
肃顺列为重要拉拢对象。当
时居住歙县会馆的王茂荫险
些被肃顺拉拢上贼船。

肃 顺 拉 拢 王 茂 荫 的 经
过，光绪举人徐珂在其笔记
著作《清稗类钞》中以《王茂
荫不附肃顺》为题作了明确
记 述 ：“ 歙 县 王 子 怀 ，名 茂

荫。咸丰初，为御史，抗疏直
言，于国家大计多所建白。
未几，洊升户部侍郎，遇事力
持正论，朝贵为之敛迹。时
肃顺柄国，颇忌惮之，遗客通
殷勤。王意颇动，订于某日
偕谒。客待于外堂，车驾矣，
衣冠而出。过厅事东偏，有
巨镜，忽对镜立，瞻顾一周，
拈须自语曰：‘焉有堂堂王子
怀，而为权臣屈节者乎！ ’遽
谢客。客还报，肃恚甚，将谋
所以中伤之，乃引疾归。 ”关
键时刻，王茂荫猛醒自悟，站
稳立场，拒绝肃顺拉拢，虽掉
了官职，但保持了晚节，可谓
适得其所。

王 茂 荫 如 果 当 时 入 了
伙，依附肃顺，将会自毁一世
英 名 ，还 可 能 累 及 子 孙 后
代。歙县贡生洪澧于《秋树
轩见闻录》中记载肃顺与王
茂荫情形：“未几，肃顺败，查
抄信札。门下附和者多得
罪，而子怀先生独免。同治
朝，官至吏部侍郎。观此，足
见人生利达，并不关乎奔竞
也。”“人生利达，并不关乎奔
竞”，洪澧之感悟，还是颇具
见地的。“人生利达”，不但

“并不关乎奔竞”，还可能毁
于“奔竞”。

王茂荫乃謇谔之士，以
“恪恭尽职直言敢谏”著称，
同治元年（1862）三月，因病
开缺六个年头尚未正式复出
的王茂荫给大清新皇帝同治
上了《条陈时务折》，就治国
理政提了五条建议，其中一
条仍然是“奔竞之风，宜杜其
渐”。因此受到同治皇帝赞
许：“直言敢谏，志虑忠纯。”

虽然王茂荫拒绝“奔竞”
一事已过去160余年，王茂荫
拒绝“奔竞”的正确选择仍然
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摘自《江淮时报》

过节不打“口水仗”
年节已近，家家户户都有亲朋聚会，在美酒佳肴之

余，有时也会不经意地打起“口水仗”，轻者影响聚会气
氛，重者造成亲友龃龉，破坏节日和谐。

要避免“口水仗”，是否可以设定一个禁止涉及的
话题清单呢？根本不可能!我们可以做到的仅仅是如何
来感受别人的谈话和行为。

比如说，在饭局上遭遇别人的冷嘲热讽、评头品
足，你肯定极为沮丧。不过，你可以尝试改变这种情
况，当别人的谈话对你有所不恭时，你可以想象他（她）
自己可能也有过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他（她）可能和
你一样感到沮丧，这样，原来要爆发的“口水仗”可能就
偃旗息鼓了。

有时，你希望在阖家聚会时能和家人，特别是小辈
作一些深入的沟通，但是事与愿违，饭桌上的话题可能
都很浅薄、无趣。你不妨事先做一些功课，有意识地培
养一些话题，比如说：你今年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儿
童时代的哪件事对你影响最大；你最喜欢的篮球运动
员……我的体会是只要有人参与讨论，原先不准备发
言的人也会参与进来。

有一种“准口水仗”，那就是你最钟爱的小辈、你曾
经看着他（她）长大的人忽然就某个时政热点滔滔不
绝，而你觉得他（她）讲得都不正确，那该怎么办？“不赞
同，不争论”是最佳选择——因为争论无济于事，改变
不了他（她）的想法，反而燃起“口水仗”。

经常旅游的人，往往在饭局上大谈其旅游的经
历。但是过分炫耀会对同桌的其他人形成一种冒犯
——并非每一个人都喜欢旅游。我有一次亲身经历，
某人大谈自己在阿根廷、智利的自助游，别人对他的
谈话稍有不同的意见，他便声色俱厉，眼看一场“口水
仗”迫在眉睫，我见机插进话题，要大家评论阿根廷足
球队在俄罗斯“世界杯”的表现，饭桌上不乏足球迷，
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那位“旅游迷”也安静了下来，
埋头喝起了汤。 摘自《辽沈晚报》

生活新知

名流故事

金韵梅：将豆腐带到
美国的中国女性当下部分家长的儿童观和教育观仍比

较落后陈旧。有些家长还是把儿童看成自
己的私人财产，认为儿童是不成熟的人和需
要控制的对象，不尊重儿童，不信任儿童，意
识不到儿童时期的特殊价值。在这种儿童
观的指导下，家长把教育理解成管教、教训、
控制、呵斥，而不是尊重、交流、对话、陪伴、
唤醒和支持。带着这种陈旧的儿童观和教
育观履行教育责任，会越努力越糟糕，甚至
导致儿童的悲剧。

一些家长人才观和教育目的观比较偏
颇和割裂。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
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观。目前许多家长简
单地将人才理解为“英才”，理解为“人上

人”而不是“人中人”。同时，家长比较看重
孩子的家庭属性，忽视孩子的社会属性，把
家庭教育看成是家庭的私事，看不到所担
负的社会责任。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超越他人、出人头地，对于孩子的社会
意识、国家意识等方面的培养和发展不够
重视。

在这种人才观和教育目的观的指导下，
家庭教育经常出现不符合孩子的基础、特
点、本性的现象，一味地与别人家的孩子进
行比较。这不仅容易导致孩子的反感，也会
让孩子看不到自己的独特性和潜能。家长
在家庭教育的目的取向上，还缺乏社会角度
和国家角度的视野。

家庭教育在内容上出现学校化与学科
化倾向。就是以学校的教育内容为标准、以
学校的学科为基础，学校里教什么家庭里就
教什么，家庭教育在内容上主要复制和强化
学校教育的内容。这样做就失去了家庭教
育在内容选择上的独特性。

与学校教育相比较，家庭教育的重点应
当是人格教育，应重视德行的陶冶、习惯的
养成、基本社会素养的培养等。因此，家庭
教育在内容选择上也应当与学校教育有别，
在选择依据上主要是结合家庭生活方式来
进行，而不是依照学科的逻辑来进行。洒扫
除尘、待人接物、日常起居、社区服务等，都
可以成为家庭教育的内容。放弃了家庭教

育内容的独特性，将家庭教育理解成“家庭
里的学校教育”，就等于放弃了家庭教育的
独特价值。

家庭教育方法上身教和言教相脱节。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文化传
统，在家庭教育中体现为身教和言教相统
一。这个方法的要义就是，家长要求孩子
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能要求孩子的是
一套，自己的行为是另一套。这种家庭教
育没有成效不说，还会让孩子误以为“言行
不一”是正确的。这种身教和言教的脱节，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品格养成都是非常有
害的。

摘自《中国教育报》

热点捕捉 滴水藏海

大千世界

角 山 羊 生 活 在 尼 日 利 亚 草 原
上，它们每年要翻山越岭走 800 多
公里，迁徙到另一片水草丰盛的地
方。面对漫漫长路，它们不但要应
对豹子、狼等的威胁，更要面对长途
劳顿的考验。

角山羊迁徙时五至七只聚成一
组出发，各组出发的时间大致相同，
但它们到达新家的时间却不一样。
有些走得很快，并且有着高度的计划
力和自制力，每天保持走一定的公里
数，风雨无阻，因此很快到达新家。
而有些则走得较慢，它们碰到食物丰

盛的地方，就会停下来享受一至两
天，然后再开始走路，这样一来，它们
到达新家的时间就比较晚。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角山羊
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新家后，有不少会
死去。那么，死去的原因是什么，是
走得快的山羊死得多，还是走得慢的
山羊死得多呢？科学家们做了一个
跟踪观察，两年后他们得出了结论：
死去的角山羊大多是累死的，只有
少数是病死或遭受攻击而死的。更
令他们叹息的是，死去的角山羊全
都是走得快的那些羊，而走得慢的，

因为在旅途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补
充，最终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角山羊每年面对的漫漫长路，是
一条决定命运的生死路。走得快的
山羊比走得慢的累死得多，也值得疲
于奔命的人们去思考自己。

生活中，我们为了生存，总是不
顾一切地往前赶路，拼命地工作、赚
钱，为了过上好生活，实现自己的目
标，但最终透支生命伤害了自己。人
生一世，应该打拼而不是拼命，要明
白，适当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摘自《意林》

角山羊的路

速冻会冻坏食物吗

为了生存，动物也“熬夜”

为何一家人都患上糖尿病
糖尿病不是传染病。但有的时候,一家人先后都

患上了糖尿病,这是怎么回事呢？
糖尿病有 100多个易感基因,一家人可能因为具

有相同的遗传基因，所以患糖尿病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虽然遗传因素决定了个人对糖尿病的易感性,但

多种环境因素才是触发糖尿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一家
人通常有同样的生活习惯。

口味相似 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口味相似,可能都是
重口味爱好者。而动物肥肉以及油炸食品容易导致肥
胖，从而增加糖尿病发生的风险。

食量大 一家人中,有一个饭量大的,通常也会带动
其他人吃得多,而长期过饱、食量大，会反复刺激胰岛
素大量分泌,导致发生糖尿病。

进食不规律 一日三餐如果不规律,血糖一直在波
动,容易出现糖代谢紊乱,久而久之,会导致胰岛素抵
抗，糖尿病也就随之而来了。

运动习惯相似 有的家庭吃完晚饭会相约出去遛弯
儿,有的家庭会窝在家看电视。如果每天久坐且运动量小,
脂肪就会在腹部堆积，肚子变大，导致2型糖尿病。

睡眠作息相似 当一个人打破自己的生理规律,就
会扰乱内分泌系统,患糖尿病的概率也就增加了。

家庭情绪影响 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家庭中,有焦
虑紧张的情绪、心理压力大,极易导致体内胰岛素代谢
紊乱,进而容易患上糖尿病。摘自《医药养生保健报》

宝宝夜半磨牙怎么回事
肠道寄生虫 肠内寄生虫病,尤其是肠蛔虫病,在儿

童中相当多见,蛔虫产生的毒素刺激肠道,会使肠蠕动
加快,引起消化不良,睡眠不宁,从而导致磨牙。

对策:及时去医院检查,如果有寄生虫应及时驱虫
治疗。

精神因素 小儿白天情绪激动或紧张、过度疲劳,在
晚间看惊险的打斗节目,入睡前玩耍过度兴奋等都会
引起夜间磨牙。若长期受到父母的责骂,引起压抑、不
安和焦虑,也会出现夜间磨牙的现象。

对策:睡前避免过度玩耍,晚上少看电视,布置个舒
适安静的睡眠环境。同时父母应多给孩子关爱和鼓
励,创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

消化功能紊乱 临睡前给小儿吃得过饱或吃不易消
化的食物,胃肠道负担加重,宝宝睡觉后可能刺激大脑
的相应部位,引起咀嚼肌持续收缩。

对策:尽量避免油腻、煎炸及辛辣食品。晚餐要清
淡,不宜过饱。可观察有无脾胃功能异常情况,给予调
和脾胃的中医药治疗。

睡眠姿势 儿童夜磨牙与睡眠姿势有一定的关系。
当儿童处于俯卧位时,下颌会受到头部的压力，下颌为
摆脱受到的压力,可以产生磨合,形成夜磨牙。

对策:家长要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不要固
定一种睡眠姿势。 摘自《健康时报》

贡发明

养生汇

王茂荫拒绝“奔竞”

孙开元

家教并非“家庭里的学校教育”
石中英

在父母和家族的帮助下，从广州
移居到香港的他，开了一家很小的黄
金珠宝店，打算大赚一把。由于此时
整个香港黄金珠宝业的不规范，导致
彼此间的恶性竞争异常激烈，乱降价
乱促销接连不断，而他由于手头资金
有限，根本比拼不过对手，再加上昂
贵的店面租金，一度让他陷入负债经
营的状态。如何从众多的黄金珠宝
店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成了他急需
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他却一直无法
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

有一天，内地有一位富豪带着自
己的太太在他店里挑选黄金首饰，其
间，这位富豪内急需要上洗手间，当
他把富豪领到一个离自己店铺不远
的公厕时，这位富豪却突然憋红了
脸，最后退了回来。原来对方觉得公
厕太邋遢，气味太难闻，根本无法忍
受。

送走了这两位顾客，回想刚才的
经历，他立即计上心头——香港的公共
洗手间普遍很脏，邋遢得很，这让一些
身份高贵的人难以忍受，如果自己给这
些来店里购买商品的顾客，提供一个令
他们满意的洁净洗手间，为他们免费提
供一个满意的如厕环境，是不是能吸引
更多的顾客来消费？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洗手
间才足以吸引那些顾客？答案是，足
够豪华，而且能跟黄金珠宝店扯上关
系，与其品位相匹配。他觉得只有这
样，才能黏得上富豪们，跟他们身份
相符合，才能让他们有正当理由来！

很快，他说服了一个风险投资
商，从他那贷到了一笔可观的投资资
金。接下来，他用这些钱打造出了当
今世界第一豪华、顶级的黄金洗手
间，为其取名为米达斯洗手间，并将
它安放在自己店铺里面。

米达斯洗手间里共有4个大小不
一的洗手间，小的每天能供 70至 100
人如厕，大的每天能供 150至 200人
如厕，每个洗手间都放有轻柔的高档
卫生纸、质地很好的毛巾以及适合各
种皮肤类型的化妆品。

而真正厉害的是，在米达斯洗手
间的屋顶有 6000 颗红宝石、蓝宝石
和珍珠镶嵌在其中，而地下铺的是黄
金线的化石，其功能是能够减少风
湿。洗手间里所有的物品几乎都是
用黄金打造而成的，就连水龙头、肥
皂盒、卷轴、马桶刷也是，全都金光闪
闪。其中的“黄金坐便器”标价更是
高达 300 万美元，此外，米达斯洗水
间还放有各种高端时尚读物，供如厕

者翻阅。
而要都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世

界上最豪华、最顶级的洗手间到底
怎么样，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在他
的黄金珠宝店里购买上 300 美元的
商品。300美元，也就是折合人民币
2000元左右，这几乎是所有想买黄金
珠宝的人都能支付和承受得起的。

果然如他所料，自从米达斯洗手
间推出后，他的黄金珠宝店一下子变
得车水马龙，前来选购珠宝的顾客络
绎不绝，而每天等着要去“米达斯”的
人都需要排队排到两三个街区外，黄
金洗手间成了他最有效的促销手
段！很快，他的黄金珠宝店迅速打败
许多同行，店铺变得越来越大，到
2008年底，他已经将店周围的其他黄
金珠宝店全部兼并收购了过来，这也
让他的身家达到20亿港元。

他就是香港黄金珠宝大亨赖赛
文！他说，要抓住富人首先要了解什
么是富人——富人就是干什么都想
图一个新奇和新鲜，买什么做什么都
要享受最贵的最顶级的。而善于了
解服务对象的特质，摸透他们的需求
和心理，从而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则
是赖赛文最终赢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摘自豆丁网

最昂贵的智慧促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