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
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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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看待重庆的女性？

54% 28%

3% 15%

假如你是单身，你认为在重庆一个月要多少工资（人民币）才够花？

生活在重庆，你的最大烦恼是什么？

我想或者已经和重庆

女性结婚 58%

可远观不可亵玩 20%

爱她却要离开她 9%

带刺的蔷薇 9%

挺令人讨厌的 4%

2000 ~ 3000元 3%

3000 ~ 5000元 15%

5000 ~ 10000元 28%

10000元以上 54%

语言障碍 21%
环境污染 17%
找不到工作 13%
食物不适 12%
交通堵塞 8%
根本没烦恼 7%
找不到朋友 6%
人口密度过大 6%
感到无聊 5%
文化冲击 3%
经常加班 2%

来源：重庆老外俱乐部民调中心

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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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半数老外认为
月入万元才够花

打开重庆老外俱乐部的首页，我们可以看到位于正中间的就是

一个“抱怨栏”。在这里，有外国友人抱怨重庆气候的，有抱怨重庆交

通的。当然，老外对于重庆的抱怨远不止这些。记者联系到了重庆老

外俱乐部的两位元老Penny和Jim，让他们来谈谈重庆的“缺点”。另

外，根据重庆老外俱乐部民调中心显示，有超过半数老外认为在重

庆生活要月入万元才够花。

——专访CQEXPAT（重庆老外俱乐部）创始人Gary Go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练习英语、了解外国文化的“英语角”。
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生活更容易的“百宝箱”。
重庆老外俱乐部，一个专属重庆的中外信息网站。不少老外会员评价这个网站是他们在重庆生

活的“救命稻草”。
2013年8月，重庆老外俱乐部七岁生日之际，重青记者专访了该俱乐部的创始人Gary Go。让

我们走进网站，近距离感触这个特别的社区。

重庆老外俱乐部足球队

外国人的
Chongqing Expat Club

重庆老外俱乐部五周年庆

祝福内容 （译文）

《重庆青年报》是一份优秀的

报纸，总能发掘有趣和有意义的社

会事件。我祝愿你们在“宽读世界，

深读重庆”的道路上获得成功。

Gary Go

重庆老外俱乐部创始人

Gary Go对《重庆青年报》的寄语

Established Ex Propriis
自己出资，建实用型英语网站

重青：CQEXPAT 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网

站，请问创建这个俱乐部的灵感来自哪里？

Gary Go：俱乐部于 2006 年 8 月创建，

现有约 9000 名会员，其中 5000 多名来自国

外，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等国，3000 多名是中国用户。

因为我是澳籍华人，当年在澳洲留学，我

会因为各种需求搜集当地信息。所幸澳大

利亚华人多，很多相对较健全的华人社区

网站给了我很大帮助。于是我想，在重庆

的外国朋友肯定也会有同样的需求，于是

我决定自己出资创建一个这样的网站。

重青：网站前期大概投入了多少钱？

现在怎么维持网站经营？

Gary Go：这个网站总的来说是我独

立策划的，前期投入了几万块钱，后又陆续

追加了一些，主要是聘请程序员的费用和

网站空间的寄存租金。网站的管理由我负

责，因为英文是我的专业，所以管理俱乐部

的英文内容毫无问题。网站运营主要依靠

我的个人收入来维持，好在目前有一定的

广告收入，可以维持网站的正常运转。

No Infringement
独立设计，绝不会侵权

重青：俱乐部网站结合了地方门户网

和社交网站的模式，设计网站时有参照这

些网站吗？

Gary Go：当时我只想建一个搜集重

庆信息的网站，如重庆值得一去的景点或

酒吧等。可转念一想，若只是把这些信息

译成英文整合到一起就太单调了。所以，

网站开放了注册，每个用户都可以在上面

录入自己的基本资料和联系方式，有点类

似于国外的 Facebook 和国内的人人网。

重青：这样会不会涉及到侵权问题？

Gary Go：这根本不涉及任何侵权问

题，整个网站都是我独立设计，并听取会

员的建议不断改进。要说侵权，人人网对

Facebook 倒更有侵权嫌疑。社区、交友类

网站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太正常不过了。

Prevent Bad Information
保留删帖权利，杜绝不良信息

重青：无论是俱乐部，还是网站，人气

都很重要，你们怎么做宣传呢？

Gary Go：2006 年草创时期，网站注册

用户并不多。我们曾在市中心发传单、贴

海报、放置宣传展架，还举办过不少中外

交流活动（比如教老外中文）来宣传网站，

然后口口相传，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后来网站又进行了几次比较成功的

改版，注册会员稳步增长。更为关键的是

网站提供的内容丰富而实用，真正满足了

会员的需求。不少老外会员评价本网站是

他们在重庆生活的“救命稻草”。

重青：现在的网站由于参与者众多，

很容易出现一些污言秽语，请问你们怎么

保证网站的和谐环境？

Gary Go：如果有不良信息出现在网

站上，我发现后将马上删除，性质严重的将

关闭发帖用户的账号。网站的基本发帖准

则之一，就是不能进行人身攻击。此外，面

对进入网站行骗的用户，我还设计了相应

机制，及时发现并删除他们的所有信息。

我们保留删帖权利（版规已写明），但

绝不会随便删帖，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开

放和宽容的网站，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

Memorialize Jim Zacker
元老辞世，网站首页永留事迹

重青：您提到，网站的技术基础是由

您奠定的，请问主要是哪些技术方面呢？

Gary Go：这牵涉了很多方面，如某些

重要功能的实现、网站服务器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等。我不是网络专家，但我有丰富

的 IT 经验，我特别擅长网站的策划、程序

应用，以及对东西方文化的了解，这些知

识比技术本身更为重要。程序员易找，但

网站策划人难求。

在这里我想说说两个元老：澳大利亚

的 Penny 和美国的 Jim。有时候，我惊讶于

他们比我还了解重庆。Penny 是我在 Trav-

el China Guide发现的资深驴友，她有许多

关于重庆的资料，如外国人眼中的重庆十

大名胜、交通路线、美食地图等，她在完善

网站资料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Jim是CA-

FE（中外交流俱乐部）的组织者之一。CA-

FE 于每周日 13:30 到 17:00，在渝中区较场

口的四季咖啡馆举行，据参与的外国朋友

说，这是重庆最好的中外交流活动。

重青：在网站首页有个特殊的板块，

关于一个名叫 Jim Zacker 的澳大利亚人，

请问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Gary Go：他是我们俱乐部的元老之

一。在俱乐部刚成立的困难时期提供了很

多帮助。他每周都会组织交流活动，经常

帮助中外友人。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他还卖掉自己

的藏品进行募捐，所得捐款寄给了成都红

十字会赈灾。不过，2011 年 6 月他因肺癌

去世，为了纪念他，我们在网站首页记录

了他的事迹，永不删除。

Break the Gap
线下活动多，打破文化隔阂

重青：俱乐部网站似乎已从虚拟走向

现实化了？

Gary Go：是的。过去几年我们举办了

很多活动，如足球赛、周年庆等。网站只是

一个交流平台，让重庆的老外真正与重庆

人接触才是目的。

俱乐部网站上组织了很多兴趣小组，

如乐队、摄影小组、写作俱乐部、西班牙语

小组、重庆健康文化俱乐部等。

重青：网站的目的之一是打破文化隔

阂，重庆人生性直爽，有可能会让外国朋友

觉得不被尊重，您是否举办过一些活动来

解释不同的文化，解除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Gary Go：其实有很多老外都理解，并

在网站上主动为这些行为做解释。当然也

有很多老外不接受，尽管很多抱怨都有理

有据，但大多数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

我们网站是个很好的增进理解的平

台，不过，单独策划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

的专题，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今后会考虑。

Focus on CQ
专注重庆，提供最好的服务

重青：经过7年的发展，如今网站起到

了哪些作用？

Gary Go：作为全国同类网站的佼佼

者，网站有以下作用：一是为重庆的老外建

立外籍人朋友圈子；二是给重庆的英语爱

好者提供与老外交流中外文化的机会；三

是向全世界宣传重庆，同时吸引更多的外

国人来学习、工作或投资；四是给本地商家

提供一些机会，他们可以向外宾推介他们

的服务，如餐饮、娱乐、教育、医疗等；五是

给希望找到另一半的中外朋友提供一个征

婚交友平台；六是给爱好汉语的外国朋友

提供一个良好的中文学习平台，因为俱乐

部有很多对外汉语老师。

重青：您是否想过用这个网站盈利？

Gary Go：网站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

也是我对重庆中外交流做的一点事，一直

都免费给大家服务，现在已超出了我当年

的想象，我很满意。不过，随着网站的发展，

如果能够盈利当然更好，适当的利润也意

味着网站有能力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

重青：作为重庆外国人网站的鼻祖，

是否会做成产业，在各个国家成立类似的

网站，以市场化模式去经营呢？

Gary Go：尚无这个考虑。我是重庆

人，只想专注重庆区域。能把重庆外国人

社区服务做到最好，就已经很满意了。

文/重青记者 马荣丽 见习记者 李解

Minimized Standard:￥10,000

轻轨应该加车厢 More Cars
Penny：我来重庆已经十年了，以前重庆并没有地铁，那个时候

我只有坐公交车，早上上班有时候要堵半个小时。现在有了轻轨，情

况有所改善，但不够完美。我住在冉家坝，公司在南坪，所以我每天

早上的路线是先坐 6 号线再转 3 号线。3 号线经常出现被挤得乘不上

车的情况。这个时候，我只好等下一班。我想轻轨的车厢太少了，只

有 6 节，如果再多 2 节到 4 节情况会改善很多。另外，地铁的收班时

间还是太早了，晚上不到 11 点就收班，这是很让人沮丧的。在纽约，

地铁是到凌晨才收班的。

对付的士司机有妙招 Coup
Penny：重庆的的士司机很奇怪，我经常遇到司机在搭乘着一个乘

客的情况下还会再接载客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和另外一名

乘客都付了全额路费，也就是说司机的收入翻了倍。我明白的士司机

想多赚点钱养家，但这样对我们乘客来说是不公平的。后面几次，我

又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先站在的士外面用手指比划好价格，如果司机

同意了我就上去，不同意就拜拜。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的妙招。

十八梯被拆曾让我哭泣 Shibati
Penny：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张关于朝天门的规划图。他们爆破掉

了旧楼，预备建几栋类似于纽约帝国大厦那样的高楼，使之成为又一

个商圈。就个人来说，我很唾弃这种设计，因为朝天门是重庆的象征

之一，应保留原汁原味的风貌。另外我想说说十八梯，早年我在澳大

利亚生活时，就对这个地方非常向往，到重庆后经常去游览。但后来，

这个最能体现重庆民宅特色的地方被拆掉了很大一部分，只剩下一

小部分作为经典保留。那段时间，我曾因为十八梯被拆而哭泣过。

绿化理念很奇怪 Afforestation
Penny：重庆有很多商圈，我住在江北，很喜欢去北城天街和财

富中心，这些地方都配有相应的步行街。重庆人似乎对步行街很自

豪，步行街在重庆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但这些步行街总是“赤裸

裸”的。就拿财富中心来说吧，外面的步行道上一大块空白的地方，

完全可以覆盖上植物。两江幸福广场上空旷的地方太多，多一点绿

化会更好。我不明白设计师在设计步行街时的理念是怎样的。

乘电梯像赶场 Elevator
Jim：刚来重庆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奇怪的事，我把其视为文化差

异。不过后来我发现，有些事情不只是文化差异那么简单，而是丧失

了基本的礼仪。比如进出电梯的时候，一般都是先下后上，但大多数

重庆人意识不到。

与众不同的炎热 Heat
Penny：重庆的热很奇怪，与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不同。我是澳大

利亚人，这个国家是以炙热的阳光闻名的。然而，澳大利亚的热仅限

于白天，一到了晚上就会凉快很多，而重庆往往到了晚上还维持在

30℃以上，这一点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比如前几天我就经历了我到

重庆以来最热的几天。另外，重庆是一个无风的城市，这导致了炎热

更加骇人。

Jim：炎热是重庆最大的杀手，前几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工作的念头。

在我的家乡美国堪萨斯州，很少能见到40℃以上的高温。在重庆走在

大街上遇到机动车辆行驶而过时，那种炎热的感觉又增加了一倍。

文/见习记者 李解

““救命稻草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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