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今年 1月 1日起，美

国加州私厨正式合法化，创

全美先例，华人社区内的微

商也因此活跃起来，华人圈

内通过微信群联系，订单下

单便捷快速，给双职工上班

族提供便利，同时为拥有一

技之长的人提供一个灵活

的赚钱方式。

May 在来美国之前在

国内是甜点师傅，来到美

国后因为要全职照顾女儿

所以无法出去找工作，但

毕竟单职工家庭在湾区生

活面对一定压力，就凭其

手艺开始了私厨之路。May

的客人都是平时遛娃时认

识的妈妈，大家通过微信

群建立起联系，目前甜品

群里有 200 多人，平均一

周下来也能够接个二三

单，也算是一笔家庭收入。

她说，大部份都是回头

客，或是妈妈们吃了好再介

绍给朋友，就这样慢慢扩大

客户群。她说，经营私厨对

她这样的全职妈妈来说还

是很方便的，毕竟时间灵

活，不需要定点打卡上班，

在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能有

一些额外收入。

每日晚间 9时，在一

个有近 400人加入的微信

群里，家住在硅谷中半岛

的群主 Mike 准点甩出一

个小程序，邀请大家预定

第二天的包子，每日限量

供应，一般几十分钟就就

会被预定光，有不少买家

还会设好闹钟准时开抢。

翌日下午，前一

天预定好的微信

好友们就会出现

在 Mike 家 门口

取包子，这个家

庭厨房就坐落在

半岛地区一个房

屋估价价近 200

万的独立屋小区

内。

购买包子的

孙妈妈表示，很多

买包子的都是双职工家庭，

不少都是科技业人士，工作

繁忙，没有时间做饭，但又

想要吃到地道中国口味，而

且健康干净的食物，私厨便

成了大家的优先选择，一是

干净卫生，二是价格合理，

三是家常菜味道。

加州 AB626 法案规

定，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家庭厨房制作贩卖食

物合法化，厨房主人可以

在家招待客人，但需要到

所在城市申请许可证及接

受定期检查。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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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见闻
出国留学

阴 王珂莹

相信很多家长在考虑要不要把孩子送出

国留学时都会问一个问题，留学到底能给自

己的孩子带来什么？近日，美国《侨报》记者就

此问题采访了 3位留学生，总结他们的回答

后发现孤身在外留学除了学习到了知识，开

阔了眼界外，还有就是学会了独立。

小优：“出国留学就是一个给自己练就十八般

武艺的机会”。

已经工作的小优回望自己的留学经历，

认为最重要的收获是学会了做饭，现在厨艺

已经盖过了自己的母亲。

小优说：“我这个人肠胃不是特别好，嘴

又特别挑。洛杉矶虽然好吃的中餐很多，但对

于我来说普遍都偏油。每次和朋友出去吃完

饭后，第二天别人都没事，我自己却一直在拉

肚子。除此之外，在外面吃多了，觉得外面的

餐厅都是一个味。好在洛杉矶华人超市多，需

要中国味道的烹饪食材都能在超市里买到，

我就决定自己学做饭，给自己下厨。每次想做

什么的时候就跟妈妈视频，让她教我怎么弄。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我做的也不成功，不是菜

没熟就是盐放多了，但做多了就慢慢有了感

觉，做的饭越来越好吃。今年过年我没办法回

国，我父母就来洛杉矶陪伴我，跟我一起过年

的时候，我给他们做了一桌菜，他们都快感动

哭了。我爸说我做的比我妈还好吃。谁能想到

我出国前一个从不进厨房只会煮方便面的

人，到现在竟然成了个可以轻轻松松做出一

桌菜的人。”

小白：“出国后我从一个弱女子变成一个无所

不能的女汉子。”

来自中国南方城市的小白是家里的老

小，有两个哥哥的她平时在家什么都不需要

做。她告诉记者以前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放学

连书包都有哥哥们帮她背，但现在自己却可

以一个人搬家组装家具。

说到什么时候开始有独立的意识，她说

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就知道除了自己没有人

可以靠了。小白说：“我当时拉着加起来快 30

公斤的行李箱从家乡飞到洛杉矶，到了这片

土地上，我拉着行李箱在机场打车的时候，我

就知道家人不在身边。从这一刻起我只能靠

自己。”“会失落吗？”记者问道。“失落是会有

的，但也挺自豪的，发现自己离开了家人也是

可以安排一切的。然后我就知道我自己是可

以照顾好自己的。前段时间我搬了新家，一边

安装新买的家具，一边跟家里人视频。我哥看

到我一个人在组装家具的时候他以为他在做

梦。我笑着和他们说我现在就是个女汉子。”

小米：“出国前我不敢一个人独立去做很多想

做的事情，现在我很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

光。”

“我以前特别怕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逛

街，在国内的时候总要拉着个人陪我一起。出

国后刚到洛杉矶，那个时候没有交到朋友，我

自己要硬着头皮去办手机卡，去买饭。那会儿

也会哭也会委屈，但真的很感谢那段时光让

我发现我一个人原来可以干这么多事。都说

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从那以后我自己单独做

的事情越来越多，渐渐地开始享受独处的时

光。去年暑假我一个人游遍了西班牙，在那里

看到了好多有趣的人和事。这换做以前是我

简直不敢做的事情。”（据美国《侨报》报道）

华人“神童”妈妈分享教养秘籍 阴 Sally

前段时间，不少读者都听说了新西兰有个华人神童大学生 Tristan Pang，12岁上大学，17岁大学毕业。华人

家长和朋友对 Tristan的成长故事都很感兴趣，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有一天像 Tristan那样在学术上有出息。媒

体找到了 Tristan Pang和他的妈妈 Elaine，请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谈了谈 Tristan的成长经历，看看这些经历能给

其他新西兰孩子和家长带来哪些启示。

一个好奇心和记忆力

极强的孩子
Tristan 的妈妈 Elaine

说，在很小的时候，儿子就

展现出了很强的好奇心和

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Elaine说，Tristan从会走路

开始，就懂得要把自己的玩

具分门别类地收拾妥当。再

长大一点之后，儿子能把自

己的学习、休息和游戏时间

安排得井井有条。

Tristan自己也说，他从

小就有非常强的好奇心。他

说：“很小的时候，我看那些

花朵，就会注意到花朵的形

状是符合黄金分割数列的，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数学

之美有了非常朦胧的感

觉”。

很多人都会把 Tristan

称为神童，但 Tristan从来

也没觉得自己与其他的孩

子有什么不一样。他说：“我

一直都觉得我没有什么特

别，到现在也没觉得我有多

特殊。我只是在做我自己喜

欢做的事情。”

从小把书本当玩具
目前，Tristan刚刚从奥

克兰大学本科毕业，正在攻

读荣誉学位。他的研究课题

是数论，这是基础数学的一

个理论。Tristan希望自己将

来成为数学家，有一天能获

得数学界的学术最高奖项

菲尔兹奖。他还希望做更多

的科普工作，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发现数学之美。

Tristan和妈妈都认为，

从很小接触大量书籍，对于

培养 Tristan的学习能力以

及日后走上数学研究，都是

至关重要的。

Tristan回忆说：“我小

时候，我房间里有很多玩

具，比如说托马斯火车啊，

乐高积木啊什么的。然后房

间里也放了很多书，各种各

样的书。我那时候小啊，也

不懂，就以为这些书可能和

其他玩具一样，也是爸妈给

我买的玩具。所以我就去读

这些书，我觉得这些书的内

容跟玩具一样，也非常有

趣。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书籍

有一些其实是科学和数学

学科的教科书。我就是这样

开始走上学术道路的”。

妈妈 Elaine 也说，儿子

从小就不太喜欢看电视或

者玩游戏机。在家里，

Tristan最沉迷的就是书籍，

他在十二岁上大学之前，可

以坐着一整天都看书，各种

类型的书都看，包括小说和

非小说类的。到了大学，就

是读大学的那些书。包括老

师和亲戚朋友都非常感叹

他的专注力。

父母的有效陪伴和引导

在 Tristan 的成 长当

中，父母的有效陪伴和引导

也是非常关键的。

Tristan说，一直以来，

父母从来不给他压力，也不

会因为他的一些天赋，对他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也坦

言，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

爸爸妈妈花了很多时间，帮

助他寻找学习的资源，陪伴

他学习。尤其是自己在 12

岁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妈妈

需要一直陪着他在大学里

学习。我觉得家长需要多听

听孩子的想法和意见，看看

孩子自己想做什么，尽量因

势利导而不是拔苗助长。

Tristan的妈妈也认为，

她从来不把自己儿子称为

神童，她觉得自己的儿子是

一个热情很高的学习积极

分子。

Elaine说，每个孩子都

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有自己

特殊的天赋等待发掘。有些

天赋是很明显的，比如逻辑

思维，音乐和语言，这些天

赋在很年幼的时候就能表

现出来。另一些天赋，则需

要家长比较用心才能发现

的，比如同情心、商业头脑

和创作力等等。

培养孩子多方面的能力和

爱好

人们都说，天才是 99%

的 汗 水和 1%的 天 分。

Tristan也不例外，虽然从小

在数学方面体现出了过人

的天赋，但他还需要其他功

课上都达到优异的成绩，才

能入读大学。

奥克兰大学一开始是

拒绝接收 Tristan的，理由

是他年纪太小了，可能适

应不了大学的学习节奏。

但 Tristan用自己在所有科

目的优异成绩，说服了学

校。

妈妈 Elaine说，儿子在

12岁前考了剑桥国际考试

的数学、物理、英语和地理

等等的大学入学考试。为了

在这些考试上获得高分，儿

子花了很多精力去准备。在

他 12 岁那 年，一 边读

Year8，一边上大学的预科，

一边还要准备 CIE的考试。

与此同时，Tristan还是学校

的 Head Boy，还受邀参加了

很多本地和海外的演讲和

交流活动。他还自己策划学

习俱乐部，在电台里当主

播。

除了在学术方面的成

绩之外，Tristan还是一个游

泳健将。他笑着说，在我六

岁的时候，游泳成绩已经非

常突出，那时候我和爸妈还

想过是不是去当游泳运动

员。不过后来我自己选择要

走学术的道路，但我现在每

周都会游泳，一次要游上三

公里。

妈妈 Elaine说：“望子

成龙”的心态在华人当中

很普遍也很能理解，但西

方家长通常是给孩子完全

的自由发展，认为就算在

学术上跟不上，也没有太

大问题，只希望孩子快乐

健康成长。我觉得两种心

态各有长处，如果能把两

种心态结合，是可以培养

出一个快乐又有出息的孩

子的。”

（据新西兰《天维网》报道）

华人商机： 阴 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