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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西虹市首富》，和大家一起笑成狗。从天而降十个亿，
随便你到处霍霍，这种事别说现实中了，就连做梦都不敢想。可
是你需要知道一个扎心的事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像王
多鱼一样，钱多得花不完，拼了命地霍霍也不见少——因为赚钱
的速度永远快于花钱的速度，他们真的很发愁。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见习记者 陈丽

这么败光 10 个亿
你，
就是最拽的
国际范儿花钱调调

不由得惆怅地想，
空有公主
心 ，奈 何 没 有 公 主 命 啊 。
唉，何以解忧，
唯有暴富。
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公
主梦，那灰姑娘的水晶鞋一
定是公主行头的必备。据
说，世界上最贵的水晶鞋来
自 Stuart Weitzman 灰姑
娘水晶鞋，价值 92 万欧元，
相当于人民币703万。这双
世界上最贵的水晶鞋镶有钻
石，
穿上它，
blingbling 的，
整个人都飘飘欲仙了。这是
第一夫人钟爱的品牌，
也是
明星红毯秀上常见的鞋。
当然，这还不是世界上
最贵的鞋 ，英国设计师黛
比·温纳姆设计的一双标价
151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1.3 亿元）的高跟鞋，才是全
球最贵的鞋。这双鞋的鞋
面上，镶嵌着极其罕见的大
粉红钻石和蓝钻，
光这些钻
石折合人民币就得 860 万
元。鞋上还点缀了 4 颗 3
克拉的无瑕疵白钻。此外，
设计师还用媲美蛋糕制作
的精细手法，将 1000 颗小
钻石细细装饰在鞋面上，
鞋
的拉链和底部则是纯金。
王多鱼如果听说这个，
一定开心死了——给女神
夏竹定制一双，咱不差钱，
差的就是咋把钱花出去。

人世间大概没有什么问
题是买买买解决不了的。我
们都贪恋把自己心仪商品买
下来的一瞬间,尽管它早已
超出了我们的预算。老友小
杏眼含热泪对我说:“我已经
剁了一万次手,连吃三个月
的土，还是抵挡不了各种包
包的诱惑。”就像电影《一个
购物狂的自白》中的女主丽
贝卡，即使用一家银行的信
用卡还另一家银行的信用卡
已不能还清债务，也不会让
她焦灼不安。唯有不能购买
心仪的东西时，她才感觉到
事态的严重。丽贝卡说：
“我
是个购物狂，当我购物的时
候，世界变得美好了，后来又
不是那样了，所以我要再次
去购物。”疯狂购物到“石乐
志”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秘密呢？
首期节目就创下上亿点
击率，由天猫、优酷联合出品
的消费行为洞察脱口秀《真
相吧 花花万物》，就邀请有
明星晒出消费账单，由心理
医生或专家分析其消费背后
的秘密，挖出他们的消费点
和生活态度。原来，花钱的
真相不止一个。
因参加《奇葩说》走红的
臧鸿飞在《真相吧 花花万
物》中，自曝 30 岁以前都是
穿别人不要的旧衣服。有钱
之后的他，拼命地买名牌服
饰，用他的话说：
“ 尽管这些
名牌衣服穿在我身上，像是
偷来的，也丝毫控制不了买
买买的欲望。”心理医生在分
析其购物背后的心态时说，
其实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些心
里空缺的东西：让自己看起
来更好，感觉更加被尊重，觉
得更有自信。只是如果我们
总用外在的东西来填满自己
的话，注定会一直没有安全
感，因为我们并不能控制外
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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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验能力 花钱见人心

你能想象把一套房子拎在手上的感觉吗？

9 月 10 日宣布明年卸
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
马云，曾在演讲中称自己还
是一无所有的人，
不觉得钱
对今天的自己有多重要，也
没时间花钱 。 马云还说 ：
“事实上，
花钱是门大学问，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人，都
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不知
道怎么花钱？网友听到这
话从马云爸爸嘴里说出来，
有点小吃惊，
但又觉得一点
都不意外，
这就是有钱人的
“思想境界”吧。
男人不知道怎么花钱，
女人可非常清楚自己想要
什么。喏，爱马仕的ＢＩＲ
ＫＩＮ,每款都有一个不同
的名字，款款都是女人的心
头肉。比如喜马拉雅。啥？
喜马拉雅山？ＮＯ，你想多
了，这只是ＢＩＲＫＩＮ的
一款包包而已。据说是因为
它独特的配色方案看上去很
像积雪覆盖着山顶的喜马拉
雅，而得以命名的。
不光名字独特，价格也
了得。一只钻扣的喜马拉
雅 要 200 多 万 元 。 2017
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
一只喜马拉雅以 294 万港
元的成交价，
成为全球最贵
的包。你能想象，
把一套房
子拎在手上的感觉吗？我

剩下的就是告诉你如何有
逼格地大把撒钱。
比如他们建议读者尝
试
“坐直升机来一场奢华的
西班牙美食之旅”
，
如果王多
鱼看到这个，
一定会包机把
大翔队队友请到西班牙，
来
一场奢华的美食之旅。
《如何花钱》除了推荐
美食，还推荐那些可有可无
的小物件，比如镶嵌钻石和
珍珠母、鳄鱼皮表带的金腕
表。价格从一万欧元到几十
万欧元的都囊括在内。
有次说到航空主题的
家居装修，他们建议读者可
以买“回收后的 Sky Flash
导弹作为装饰品，
抛光到光
彩照人，添加底座之后仅需
29500 欧元”。
“仅需”，听到
这个词，我默默地掰着指头
数了数，My God, 20 多万
元人民币，摸摸口袋……啥
也不说了，码字去。

为什么购物时，世界看上去那么美好？

世界知名财富智库
NWW2 月 发 布 了 全 球 财
富方向报告。净资产达
650 万元以上的百万富翁，
全球有 1520 万名；净资产
在 6500 万元以上的千万富
翁，全球有 58.4 万名；净资
产达 65 亿元以上的超级亿
万富翁，全球有 2252 名。
钱太多了，除了屯地炒
房等，用啥姿势花钱，怎么
把钱花得有格调有档次，
成
了有钱人的头号难题。于
是《如何花钱》这本奇葩杂
志应运而生了。
可 别 小 瞧 了 它 ，它 可
是大名鼎鼎的英国《金融
时报》旗下的杂志，你觉得
听起来搞笑又怪异的杂
志 ，偏 偏 十 分 权 威 ，而 且
1967 年 就“ 出 生 ”了 。 现
在，期刊的内容有一半是
华美豪宅，顶级跑车，私人
邮 轮 ，远 洋 度 假 等 广 告 。

日前，亚马逊公布了一份亮眼的一
季报 ，这让亚马逊股价盘中一度达到
1638 美元的历史高点。股价涨了，贝佐
斯的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一夜之间，
贝佐斯身家涨了 120 亿美元，达到 1310
亿美元，稳坐世界首富宝座。握着这么
多钱，贝佐斯准备怎么花呢？他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我能想到有效利用这么多
金融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钱输往太
空旅行。
”
4 月 29 日，蓝色起源今年首次火箭
发射取得成功。根据蓝色起源的计划，
2018 年晚些时候进行真正的载人试射，
到 2019 年开始正式进行太空旅行服务
的商业化运作。当然，贝佐斯并没有把
所有的钱都投到太空中去。去年，他还
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大型慈善捐赠，利
用 3500 万美元资助癌症研究。
马克·扎克伯格曾经说过：
钱就像水
一样，
没有一点会渴死，
多了会淹死。作
为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创始
人兼 CEO，六百多亿美元身家的他，是
全球最年轻的超级富豪之一。然而，他
的生活却极其简朴，依然住在一套一室
一厅的小公寓里，平时只穿最普通的 T
恤和牛仔裤。但是，热衷于各种慈善活
动的扎克伯格，却将 Facebook 99%的
股份捐赠给了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
潜能和促进和平。
会赚钱，是能力，怎么花钱，却能更
直观看到一个人的本质。不得不说，
《西
虹市首富》里的王二爷是个真正的明白
人。在此之前，
他甚至还设置了个
“预考
核”：用 20 万诱惑王多鱼打假球。对当
时还一无所有的王多鱼而言，这可是一
笔巨资啊，但他依然坚定地拒绝了：
“你
以为我作为守门员，
守的是球门？不，
我
守的是做人的底线！”
二爷的高明之处，是选择了一个最
能检验继承者品性的方式，而王多鱼的
可贵之处，
是不仅抵住了考验，
还从未有
过哪怕一丝恶念。很多时候，我们总是
用赚钱来评论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其
实，如何花钱才更能考察一个人的能力
和人格。要做金钱的主人，不要做金钱
的奴隶。把钱用在对的地方，生活才会
幸福；
懂得驾驭金钱，
才不会被金钱吞噬
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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