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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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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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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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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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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競選成功，美國國內反對聲浪一片，至
少有10個大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抗活動，部分
地區甚至引發了暴動事件。一大批美國人揚言
要離開美利堅合眾國，移民到加拿大，澳洲和新
西蘭等國。

海外房產：投，還是不投？
“目前來諮詢海外房地產投資的客人正在

持幣觀望中。”某房產機構說，“從實際情况來看
，投資者可以趁此機會出手，因為這應該是這段

時間內投資美國房地產的最好時機，從長
遠角度看，美國經濟和房地產市場是普遍
向好的。”

川普政策對房地產投資的影響
減稅是川普政策的一大特色。川普認

為，通過大幅度減稅，中上層階級和企業
的負擔將大大減輕，更多的資金將被投入
到建設中來，美國的經濟將獲得大規模增
長。減稅對于房地產購置和持有無疑是利
好消息，少了中間交易和持有的稅費，海
外投資者能夠從中獲得更多的利潤，減稅
帶來的經濟增長更能幫助美國房地產市

場的發展。
海外房產投資主要關注三個方面，一是稅

負，二是貸款，三是租金收益。川普現有的政策
中，就業和大規模基礎建設能夠拉動就業率，提
高美國居民收入，這點能夠提高租金收益。

貸款方面，美聯儲維持了多年的聯邦利率
低位，但是這一低位即將改變了。川普一直以來
都想維持聯邦利率的低位，但美聯儲主席似乎
執意加息。這點對海外投資者而言的確是個壞
消息。面對即將到來的加息，海外投資者的出手

時機變得非常微妙。投資者趁這個時機進行投
資，就是為了規避即將到來的加息，減少投資成
本。

移民方面，投資者無需過分擔憂。川普的移
民政策一直以來反對的是非法移民，與美國移
民政策一致。川普更多是借助言論搏出位。川普
一直以來都支持合法移民，反對非法移民。

海外房產投資如何避免黑天鵝？
最重要的是市場和貨幣。如果是新西蘭、澳

大利亞和加拿大，可能會面對當地貨幣貶值帶
來的房產貶值問題。同時當地的房地產市場太
小，眾多投資客扎堆涌入會導致當地政府采取
強力的限購措施。而美國市場由于體量夠大，美
元堅挺，投資抗風險能力很強。

美國西部和東部沿海地區房地產市場發展
情况良好，投資客扎堆，要想獲利的話最好是在
這兩個地區進行投資。

最後，海外房產投資由于能夠帶來移民、子
女教育、生活等等方面的便利，漸漸成為中國投
資客的心頭好。面對黑天鵝事件，中國投資客可
以謹慎考量，選擇發展前景良好，抗風險能力強
的地區市場進行投資。文章來源：網絡

川普當選美國房產投還是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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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次貸危機以來已有590萬棟房屋被法拍，儘管法拍屋數
量逐年減少，但一些州法院審查程序緩慢導致房屋上市時間推
遲，完成法拍過程也年年加長，去年達630天，有的甚至超過
1000天。這意味著在紐約、新澤西、內華達、阿肯色等尚有大量
積壓法拍屋的州份，今年會有比較活躍的法拍活動。

以下6條經驗之談，可以幫你買到如意的法拍屋。
1.買未經檢查的法拍屋（Foreclosure）要小心。
在拍賣會上競價前，買方通常不能進屋更不能驗屋，頂多是

看看房屋外觀，往窗子裏瞄一眼，同鄰居聊聊房子的近況。所以
買方必須有面對意外情況的準備，比如你可能要驅逐賴著不走
的前屋主，維修被其蓄意破壞的水電管道，補買被搬空的廚房家
電、被拆走的熱水氣和燈具等，有時不經意就花去成千上萬元。

就算沒搞破壞，至少房屋保養做得不會
很好，這都要花錢。

2.通過地產經紀買銀行屋（REO）較
放心。

在拍賣會上流標的房子，產權由債
權方銀行擁有，成為銀行屋。銀行通常會
進行一定的維修，並雇一個專精法拍的
房地產經紀來推銷這棟屋。潛在買方可
在經紀人安排下進屋看房，這樣就可知
道自己要不要買，以及買的是什麼樣的
房子。

3.對花多少錢才能讓房子可住人，要
心裏有數。

好的法拍屋僅僅是空關著沒人管幾
個月，只有草地荒疏、油漆剝落之類小毛
病。但有的不大修就不能住。銀行屋不像
短售屋，後者是自有住宅，現屋主有義務
告知他們瞭解的房屋問題，但銀行無需
對銀行屋的狀況進行說明，所以你最好

花個三五百元請驗屋師，再找個持照營建商來根據檢查出的問
題估計維修費。一般要花費買房錢的10%來維修及改建才能達
到可居住的條件。但要記得驗屋師不能看到牆後、地板下，以及
天花板上的情況，一些大毛病也許看不出來。而且銀行如果“依
現狀出售（as-is）”，是不會因驗屋結果而修屋，或降低售價的。

4.瞭解相似房屋售價多少。
你可登入Realtor.com，查詢在你考慮入手的法拍屋附近、

最近出售的相似房屋，看它們實際售價多少。就算你沒辦法瞭解
屋況，但有挂售照片可參考，而且你能瞭解到同類房屋大概的呎
價、平均價、以及總價範圍。價格特別低的就別看了，這可能是家
庭成員之間的買賣，不能反映市場價。

5.出價要有競爭力。

買法拍屋的人主要是抱著撿便宜的心理去的，但如今情況
不同，法拍屋少了。過去，你出價時，可以除去市價20%作為維修
費。但據房地產信息公司RealtyTrac報導，2015年第一季度，法
拍屋售價平均僅比市價低13%。當然不同地區情況不同。在俄亥
俄州Akron，法拍屋低于市價的66%，而在聖地牙哥，法拍屋跟
一般房屋售價無異。不過也別過慮，銀行不會無理性要價，且每
多一天持有物業它們就多一天損失。

6.積極籌措購房款，不打無準備的仗。
現金買家當然最受歡迎。如果你要貸款，最好拿到貸款預批

信，準備好定金，向賣家證明你是認真要買房，也有能力讓房屋
過戶，這可以加大你的競買成功率。但你也要瞭解，大部分銀行
不願給屋況極糟的房屋做抵押貸款。在一般房屋買賣中，賣家可
能會按買方貸款銀行要求修屋，但銀行可能不會，貸款銀行也就
不同意在房屋失修的情況下放貸。但若是自住房，你可嘗試申請
聯邦住屋及都市發展部（HUD）的203(k)房貸方案，它是給待修
繕房設計的貸款。(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如何用最少的錢買到滿意的房子在美國如何用最少的錢買到滿意的房子

導讀：專家建議在開始找房子之前，應先
處處打聽有沒有適用的協助方案。（美聯社）

許多人買房子時因為籌不出大筆頭期款
而遲遲無法下手，但如果能夠借得到貸款，只
繳相當于房價3%的頭期款就可以買到房子。

銀行業者TD Bank區域性的房貸行銷經理
拉迪古斯說，許多人以為頭期款起碼要相當于
房價的20%，後來驚訝的發現只要3%就可以
了；甚至于，如果條件夠好，還能夠爭取到可支
付頭期款和成交成本的補助。

專門提供購屋頭期款相關資訊的網站
DownPaymentResource.com資料顯示，全美至
少有2400個方案提供購屋者頭期款協助，其中
有許多方案以所得低于中間值的人為對象，但
各方案設定的條件不同，有些方案的協助對象
收入標準可達所得中間值140%。

在這些方案中，約七成提供頭期或成交成
本方面的協助，另外則提供其他方面的協助，
例如針對房貸利息提供聯邦稅賦優惠，有些方
案針對既有的屋主提供房屋修繕方面的協助。

各式方案所提供的協助平均金額為1萬元
，不是小數目。重點是，該如何在您所在的地區
找到適用、而且自己有條件爭取到的方案。

一般來說，房地產經紀或借貸機構不會幫
您法找尋適用的方案，必須靠自己張羅，專家
建議您開始找房子之前，就要先處處打聽有沒
有適用的協助方案。

全國性非營利機構NeighborWorks Amer-
ica全美屋主方案副總雷德格斯說，有許多頭期
款協助方案，卻非常難找到、並且去使用，她建
議大家諮詢房屋與城市開發部（HUD）認可的顧
問機構，這類機構會幫忙找到適合的資源。有

些地方機構會在網
站公布相關訊息，
但往往不夠完整。

DownPay-
mentResource.com
也提供一些資訊，
網站上列出好幾個
網站連結，點選進
去可以找到想要尋
求的協助，許多人
對于有這麼多實用
資訊感到驚訝。專
家說，千萬不要認
為自己不在貧窮線上或者已經有房子了，就沒
有條件爭取到相關的協助；估計，大約60%到
65%的方案是以首次購屋者為對象，但絕大多

數方案對于首次購屋者的定義是：過去三年沒
有自己房子的人。(文章來源：網絡)

買房拿不出頭款怎麼辦買房拿不出頭款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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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I/房地產專日/161210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要說房子這個事情吧，還真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的
。買房子相對方便，自己不用操那麼多心，可是自建房又能夠
滿足自己對房子的所有幻想。所以，考慮一下下面這些問題
再做決定吧！

一、成本問題
在美國房產的交易中，大多數都是已經建好的房子，並且購

買已經建好的房子比蓋房子要便宜。據住宅建築商協會NAHB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yers）數據統計：2013年新房
的售價中位數為$268,900，同年購買已建造好的房子售價中位
數為$197,400。

而在一個房屋建造已經差不多的小區，剩下的空地價格會

遠高于已建好房子的地價。房子造價每年都在上漲，加上地價也
在上漲，新建的房子價格會比以前建的房子貴。

另外，很多房子的建造需要另請專業的裝潢設計師來，這也
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如果建造之後不理想，改造又是一筆開銷。

二、精力花費
買一個已建造好的房子您只需要找到一個好的經紀人，然

後進行貸款，看房，遞交購房意向書，檢查房屋和完成交易等一
系列的工作之後，您就可以拿到新房的鑰匙了，無需耗費您太多
的精力。

買地建造房子首先要找到土地。然後需要尋找一個好的建
築師，當然選擇加入一個現有的開發商的建設，便可以簡化這個
過程。接下來還需要考慮一些和政府有關的問題，比如這塊土地
是否讓您使用政府供水和污水處理系統。建造房子的時候需要
選擇各種材料，房子建好後需要裝潢。因此自建房是一件非常耗
費時間和精力的事情。

三、滿意度
這可能是購買現房最大的缺點了，特別是對于一些老房子

來說，很多功能是過時的，如果需要進行改造，那麼這一部分費
用是應該計算在成本內的。

自己建房子，購房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設計圖紙並建造。
一般主人會因為參與並花費心血建造，對房子會有一種特殊的
感情。

四、便捷性

購買已經建好的房子當然方便快捷啦，一般情況整個過程
大致需要1-2個月。

相對地，買地蓋房要花費更久一些的時間。一般建造一個房
子要花費1-2年工程的時間，需要房主自己關注顔色、質地、門
窗，外墻石磚，地毯地板、燈等等。另外，建完之後一年內可能還
會有很多的修改。

五、周圍環境
一般來講，一塊已經完全開發的小區，周圍的商業環境、學

校、公園等完善設施，比如方便的超市購物中心、小中高學校等
都會隨著小區的建設而建設起來。除此以外，自然環境也會好很
多，比如公園的建設等。

如果購房者想要建造房子，首先就要找到沒有被完全開發
的小區，這樣的小區周圍通暢基礎設施並沒有完善。特別是自然
環境，小區裏的樹都是矮矮的小樹苗，等小樹長成大樹可能需要
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了。

六、維修和保養
已經建造好的房子會存在一些房屋維修等問題，尤其是幾

十年的老房子。所以正式過戶合同之前要做房屋檢查。維修起來
是很麻煩的事情，買新房子會省心一些。

自己親手建造房子就不用太過于擔心房屋的維護和保養問
題了，多數情況開發商還會贈送一年的房屋保養。另外，現在的
房子普遍趨向于環保、節能以及智能化，保養省力。新房的結構
設施都是新的，管道線路更具備安全可靠性，發生各種事故的概
率較低。(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置業美國置業 買房好還是建房好買房好還是建房好？？

選對新房建築商是建造夢想房屋的第一步，以下這
15個問題可以幫助你面試並選擇出最適合的廠商，也能
幫助你更加瞭解房屋建造過程須注意的細節。

1. 請問您有多少年建造經驗？蓋過多少棟房子？
2. 您本人或您的公司有建屋執照及保險嗎？
3. 您和其他建造商最大的差異是？建案最大的特

點是什麼？
4. 房屋保固包含哪些項目？
5. 請問您能否提供過去合作客戶或是樣板屋可以

參考？若沒有，是否方便讓我預約一個時間去參觀你目前
正在建造的房屋？

6. 你的房屋有能源節約的設計嗎？
7. 你的房屋有什麼標準配備？我是否可以自由選

擇更改或是升級部分設備？
8. 誰會負責監工？如果建造過程中我有疑問，我應

該聯絡誰？
9. 建造過程開始前或進行中，我如果想要修改房

屋配置或設計，該如何及何時提出？
10. 在房間及空間配置部分，除了從您提出的樓面

布置選項中挑選，我是否能自行規劃？

11. 什麼時候會確定我房屋最終的建造總價？
12. 建造過程中，我有權隨時去現場瞭解建造進度

嗎？
13. 房子完工需耗時多久？
14. 請問這個社區隸屬于社區委員會或是建築審查

委員會嗎？是否方便給我一份相關委員會規定及規費明
細？

15. 在房屋檢驗的部分，通常會怎麼進行？大約在何
時可進行總體驗收並進行最終調整？

專家們認為，這15個問題是幫助您為新居選擇合適
的建造商的好開始。

這15個大方向是由建屋專家所提供並涵蓋了房屋建
造的基本面。當然，在建造過程中，你可能會有更多想問
的問題。千萬不要畏懼提問，透明的雙向溝通，有助于你
和建商瞭解彼此的服務及需求。

最後，恭喜你邁出了客制化新居的第一步，當你在尋
找、購買、設計及建造新家過程中，若有任何問題，可以善
用New Home Source免費及詳盡的線上資源。(文章來源
：網絡)

選擇新房建築商必問的選擇新房建築商必問的1515問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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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161129B簡 房地產現況

不少華人喜歡在美國做土地投資
，並喜歡興建旅館與酒店，但華人對于
美國法律不理解，常常落入陷阱，讓自
己血本無歸。那麼，在美國投資土地，
有哪些注意事項呢？請聽洛杉磯律師
麥志東律師的分享。

開發與分割都要許可 當心
條件與期限

中國人往往認為土地買回來，就
馬上可以蓋酒店，事實上，在美國要開
發一塊土地，有很多法規跟要求，往往

買了土地發現跟
賣方所說的差距
很大。

舉例說，投資
者買下一塊土地，
要申請酒店建築，
需花三到五年的
時間，甚至還不可
以建，這種情况現
在常見。麥律師舉
例曾看過的案例，
房產經紀賣的時
候說，土地可以建
18 個單位，結果
拿回來是一塊“生

地”，什麼都不可以做，要走完整個過
程還要經過市政府的檢驗，甚至還不
可以建。

他提醒要買土地做投資的華人，
需要清楚自己的投資標的物是已拿到
政府許可、已分割好的“熟地”或是相
反的“生地”，以免上當。

麥律師表示，市面上大部分土地
買賣都是生地，有些只能作住宅用途，
不可蓋商業建物。此外，投資者也要注
意土地上的單位是否已分割。“以加州
來講，土地上要建5個房子，你必須要
分割完畢以後，得到政府的許可，才能
出售。”

即使拿到政府許可是可以開發的
土地，還得當心是否有附帶條件。麥志
東說：“政府開的附帶條件可能是：給
你建50個單位但周邊的馬路你要加
寬。條件要符合的話，你的投資費用已

經上漲多少倍了。”
此外，建築許可的有效期限也得

當心注意。“通常建築許可是5年，拿
到你手裏還剩下個半年、或一年時間，
能不能延期還不知道。”

不與房產經紀做口頭承諾
麥律師也分享實例，房產經紀

帶投資者看土地時說可建五星酒店
，而且價錢很好；結果投資者跳進去
後市政府說“那塊地不能蓋酒店”。
投資者再問房產經紀，經紀人說曾
問過市政府，當時說可以，現在不能建
是市政府的問題。

麥律師表示，華人與經紀人間常
做口頭陳諾，這相當危險。他提醒投資
人買土地做開發，一定要請專業團隊
做可行性調查。“需要有工程師、建築
師、會計師、律師，與對商業房地產有

經驗的經紀人。”
麥律師表示，許多投資

者為了省時間，將房屋結構、市政府法
規等問題全部詢問經紀或交給經紀人
解决，這相當危險。坊間經紀人很多，
素質參差不齊，許多經紀人沒經驗或
只想趕快成交，他們也並不瞭解稅務、
法律、房屋結構方方面面的問題。(取
材網路)

投資美國土地律師：生地熟地陷阱多

近日，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
altors）在網站上針對潛在購房者做了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房屋買賣雙方都對明年的住宅市場持樂觀態度。

數據顯示，訪問該網站的潛在買家中約有52％的買家都希
望在明年購置房屋。

看到這個數字，小編不禁為那些早早買下房產的投資者們
“暗中叫好”。原因有三：
1、早買，房價低，投資成本相對少
2、2017年之後將有龐大的“剛需群體”排隊等買房，投資者的房
子轉賣很容易。
3、購房者越多，房價會隨之走高是很正常的，所投資的房產價值
也水漲船高

如果你沒能抓住之前的機會，現在也不晚！

2017 年開始，千禧一代（1983-2000 出
生）將大量涌入住宅市場，其中約61%的潛
在買家的年齡都在35歲以下。此時他們購
置房屋主要是為了結婚和置換大面積住房
等。

首席經濟學家 JonathanSmoke 說道
“明年，如此多的首次置業者涌入市場之後，
郊區那些起步房的價格可能會有進一步上
升。為避免因千禧一代買家數量增長而導致
的競購戰和更高的購房成本，原先就有打算
購置房屋的買家可能會考慮在今年儘快入
市”。

2016年，由于庫存總量有限，許多打算
購置住宅的買家未能如願。

2017年，住房價格和按揭貸款資格預計
會成為更加重要的問題，尤其是首次置業者
。

對于明年的買家而言，拿出一筆首付款
並找到預算內的房屋也將會顯得比較困難。

明年購房者的首要目標是買到一處可
以滿足居住需求的住宅，其次是考慮購置的住宅能否隨著時間
的推移而不斷增值。

買家主要關心的因素可能會包括安全性高、更多的居住空
間和更大的地塊面積。

潛在買家比較心儀的位置是郊區，足足50%的買家提及郊
區將是他們青睞的選擇。然而，更加年輕的購房者更有可能喜歡
住在城市。
文章來源：網絡

2017年與52%買家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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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稱，房地產推銷員戈登在其香港辦公室預測，像世界其
他地方已經發生的一樣，對英國房地產中的外國投資的擔憂最
終將會導致實行保護本國買主的措施。“一些陣營中存在著潛在
的不滿情緒，就是認為：‘哎呀，這不公平——把所有這些房產都

拱手賣給海外投資者。’”
據英國《衛報》9月29日報導，戈登表示，

“如果今後出臺某種法律，規定房地產的一定
百分比必須在一段時期內在本國銷售或者營
銷，然後向海外出售才是公平游戲，我不會感

到吃驚。”
澳大利亞目前是僅次于

美國的中國房地產投資的第
二大目的地，自去年以來一
直打壓外國買家，因為人們
抱怨，中國對悉尼和墨爾本
等城市的房地產的旺盛需求
使本國買主對市場價格不敢
問津。

報導稱，香港也一直在
竭力打壓來自內地的往往是
投機性的住房投資浪潮。為
了遏制住房的天價，香港當
局近年來推出了一系列使市

場冷卻的舉措，包括更
為嚴格的貸款規則和
更高的印花稅。

維多利亞-艾倫是
一位澳大利亞房地產
企業家，專門從事香港島房地產的租賃和出售。

艾倫說，遏制內地資金流入香港的努力使大量中國投
資轉向別處。“這股資金已經流入澳大利亞和英國以及美
國，使那裏的市場行情也大幅上漲。”

艾倫認為，香港打壓內地資金的流入措施過猛。他建
議英國政策制定者避免采取過于緊急的措施。

“我會明確地說：不要把資金完全關在門外。這曾經是
我們的錯誤。我想，香港的對策過於苛刻。為什麼要完全關
上大門？”

艾倫認為，通過把中國內地房地產投資者鎖在門外，
“整個經濟遭受損害，而不僅僅是房地產市場。必須有某種
平衡。我們應該是一個國際城市。”

她說：“也許采用某種征稅的辦法，但我認為，可以以
對大家來說都真正積極的方式加以管理。尤其是如果在與

城市規劃和引導投資進入需要資金援助建設優質住房的城市相
配合的情况下。有一些很好的方式來對待這種投資。”

倫敦房地產代理商弗雷澤公司的香港地區主管內爾-詹森
也警告人們不要妖魔化外國投資者。他說，他們在幫助開發商建
造新住宅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你不能是一個世界大都市，卻
沒有外國投資。”

他問道：“有很多計劃提出，但到底如何為其提供融資西？銀
行沒有錢……因此必須依靠海外投資，無論是通過人們的購買，

還是通過有人說：‘好的，我們願意購買此處地產，為其開發
買單，然後我們將重新把它賣給英國人。’”

李先生說，他認識到圍繞著外國投資的爭議，但卻表
示無可奈何，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現象：“我認為即使在香
港，我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你就是無法避免；這是供需
關係使然。大家都想居住在最好地段，對吧？”

報導稱，但是，並非人人都相信，中國對海外房地產
的投資會將會繼續高漲。戈登說，未來投資的規模將取决
于中國經濟的健康狀况，以及北京實施限制個人向國外
轉移資金數額的資本管制措施是否仍然不遺餘力。另外

有些人則認為，英國脫歐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將會使對英國的進
一步投資停止。

對一些英國開發項目所帶來的風險的擔憂可能也抑制了人
們的投資熱情。幾個月來，香港一直流傳著有關重大開發項目的
謠傳，這些投資項目在開發商破產，使投資者難以收回資金之後
看來已經崩潰。

房地產行業的局內人認為，來自中國等地的外國投資正在
促進全球各地的市中心改造，也是為倫敦等城市中人們買得起
的新住宅的建設提供融資的唯一途徑。

戈登在談到英國房地產市場上即將出現的中國投資浪潮時
說：“我認為，其中許多投資都正在刺激城市的再生，因而將會是
積極的。這種投資正在創造就業機會，使基礎設施得到改善，總
體而言使生活質量得到改善。”

但是，倫敦市長薩迪克-汗警告說，首都的住宅正在被用作
“投資金磚”，對于一些新的開發項目如何面向外國投資者，其次
才是本國買主，他是直言不諱的。

這位市長5月份說：“如果住房被中東和亞洲的投資者買去，
修建住房就毫
無意義。我不
想讓住房空著
。我不想讓我
們成為世界的
洗錢之都。我

想先讓倫敦人受益。
”（來源：網路）

幾名投資者在瞭解來自英國的一個房產項目的情况幾名投資者在瞭解來自英國的一個房產項目的情况。。((新新
華社記者羅曉光攝華社記者羅曉光攝))

外媒稱外媒稱 中中國人境外購房房
推推高房價 本地人買不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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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喝酒的習慣與規矩(上)
感情淺，舔一舔；感情深，一口悶；感情
鐵，喝出血，這是中國人的酒話。那麼，
外國人是如何對待杯中物的
習慣與規矩

酒是一種好東西，然而如果沒有一
個好的喝酒規矩，它就可能成為一種
有害物質。

大家都知道，飲酒既可以給人們帶
來快樂，也會給人們造成煩惱，甚至會
危害身心健康。今日中國社會上流行
的飲酒習慣，有不少值得反思之處，看
看別的國家的喝酒規矩也許對我們有
啟發，特別其他國家為了保護青少年
健康而立的各種法律更值得我們參考
。迄今為止，中國尚沒有對青少年飲酒
進行立法，未來應該補上這一課。我在
美國前後生活了將近十年，本文就以
我的所見所聞來談談美國人喝酒風俗
。
美國人喝烈酒要摻水

美國的商店裡啥酒都有賣，諸如伏
特加、白蘭地、威士忌等這些烈酒都有
，但是我在美國那麼多年，參加過各種

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學校宴會，從沒見
過有人喝這種烈酒。在我的印象裡，他
們通常只喝啤酒或者葡萄酒。啤酒的
酒精度一般在5度以下，葡萄酒的酒精
度則在13度左右。這種低度酒也被看
做一種飲料，可以在一些學術講座這
些正式的場合飲用。

前幾年我回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
去聽了一場哲學系的學術講座，主講
人是來自劍橋大學的教授。這種場合
一般都提供飲食，但是這次還有葡萄
酒。講座是下午五點開始，正是該吃晚
飯的時候，有人就提議是否可以邊吃
邊聽，自然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那次
我連喝了兩杯紅酒，感覺有點兒上頭，
暈暈乎乎的，不過聽起哲學講座，浮想
聯翩，思維特別活躍，感覺到悟性特別
高。

這是美國的一種文化，沒有把吃飯
和學習分得那麼開，也沒有把學術講
座看得那麼嚴肅。斯坦福大學還有一
種“午餐盒講座”，就是利用中午12點
到下午1點這個時段，安排一個小型的

講座，大家帶著各種食品
飲料，邊吃邊喝邊聽，真
是啥味道都有。孔子說

“食不言，寢不語”，這是
我們的老規矩，可是人家
利用吃飯午休的時間來
辦講座，也算是一種另類
思維吧。

不僅聽眾可以邊喝酒
邊聽講座，講座者也可以
邊喝酒邊做報告。也是在
那次回斯坦福大學訪學
期間，還聽了華裔學者丘
成桐的講座。他是哈佛大
學的大教授，是菲爾茲獎
獲得者，迄今華裔只有兩
個人獲得過這個數學界
的最高獎項。丘成桐講的
內容我聽不大懂，印象不
深，但是他給我留下印象
最深的是邊喝酒邊講座
的“名士風度”。講座開始
時，講臺上放著一個大高

腳 酒 杯，裡
邊盛著紅葡
萄 酒，他 是
邊 喝 邊 講，
講 座 完 了，
酒也喝完了
。有些人說，
講座前喝點
兒紅酒可以
使得思路更
活 躍，不 知
是否有道理
。

中國人不
會在正式的
工作場合飲
酒，在 這 一
點上美國人
就顯得很任
性，但 有 一
點，他們喝的都是啤酒或
者葡萄酒，烈酒則絕不會
出現在這種場合。

如果要見識西方人是
如何喝烈酒的，只有到酒
吧裡了。我跟朋友一起去
酒吧體驗過一兩次，發現
他們喝烈酒的習慣也很
另類，一般要加冰塊或者
摻冰水喝。服務員斟酒時
，杯子底部就那麼一點酒
，加上幾個大冰塊，再烈

的酒也變成“水性楊花”了。還有一種
喝法就是，給你一瓶像白蘭地這種烈
酒，再提供一大瓶冰水，自己調和著喝
。這種摻水喝烈酒的方法倒是新鮮，咱
們中國的白酒都是高度烈酒，不知道
是否能摻水喝，不知道是否有人嘗試
著這樣做。
美國如何禁止青少年飲酒？

在中國，青少年可以隨時隨地接觸
酒和品嘗酒，沒有很明確的法律限制，
所以一個人從小到大什麼年齡開始喝
酒，完全決定於生活環境。而對飲酒危
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問題，大人也缺

乏這個意識。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到商
店給大人買酒，售貨員一般不會過問
買的酒是讓誰喝的，更不會限制他買
酒。我見過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被一幫
成年人哄著喝了一杯啤酒，結果喝得
滿臉通紅，不少大人看了還很開心。這
在美國都屬於違法行為，警察要來干
涉的。

美國對青少年飲酒有嚴格的法律規
定，到21歲成年才能喝酒。然而光有一
個法律還不行，如何執行才是關鍵。美
國人的做法是，全民監督，不給青少年
沾酒的機會。(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61219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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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喝酒的習慣與規矩(下)

所有餐館和商店嚴格執行這一法律。去年我送女
兒到美國讀書，期間幾次到餐館吃飯，她好奇想
嘗嘗啤酒。餐館服務人員就讓她出示駕照證明自
己的年齡，雖然女兒在新加坡有資格喝酒，新加
坡規定是18歲就可以喝酒，但是在美國還不到喝
酒的年齡，只好作罷。我經常到商店裡買東西，看
到凡是要買酒的年輕人，售貨員都要他們出示年
齡證明才決定是否賣給他們酒。在這種氛圍下，
美國的年輕人也養成了自覺習慣，不到年齡也不
會喝酒。

在美國，一個人到了16歲就可以學開車，但是
在喝酒的合法年齡之前只要測出血液酒精含量，
不論多少都會受到嚴懲，輕者吊銷執照，重者甚
至會被拘留。然而成人是可以適度飲酒的，只要
血液裡的酒精度不超過一定的指標就沒事。一般
來說，成年人喝一杯啤酒駕車是沒事的。

實際上，美國各州對飲酒有不同的規定，有些

州甚至不允許成年人在公眾場合的室外飲酒，大
概也是為了避免給青少年以不良的影響。去年我
又回加州訪學，一天傍晚，我從商店買了兩瓶啤
酒，又到墨西哥餐館買了一個烙餅卷，然後坐在
餐館外的一張椅子上邊吃邊喝。這時一位老美過
來告訴我，在公眾場合喝酒是違法的，警察會來
干涉，如果真想在外邊喝，必須用報紙什麼的把
酒瓶子裹起來，不能讓別人看到你是在喝酒就行
。

美國有些大學對喝酒規定很嚴，如果晚宴提供
酒精飲料，必須事先向警察申請報備，宴會時間
不得超過晚上11點。我有一位哈佛大學的朋友曾
經告訴我這麼一件事，他們舉辦學術會議時晚上
開了一個晚會，提供有啤酒和葡萄酒之類的東西
，事先也向當地的警察局報備了，但是大家談得
開心忘記了時間，過11點後警察就來清場，還要
過問主辦者為何這樣做。

在美國，
大 學 校 園
裡 的 餐 館
和 商 店 都
不 售 賣 任
何 酒 精 飲
料，也是出
於 儘 量 減
少青年學子接觸酒的機會。
為何美國少見醉鬼？

美國人到了法定喝酒年齡後，誰都可以喝點兒
，但是他們一般都是適可而止。我在美國生活那
麼多年，周圍那麼多美國朋友，從來沒有聽說過
有酗酒者，也從來沒見到一次有人醉酒。美國人
喝酒習慣是自斟自飲，也是自娛自樂，他們不勸
酒不劃拳，不在酒上看情誼的深淺，不在酒上比
能力的高低，也沒有看別人醉酒後出洋相的癖好

。
當年，我剛到聖地

亞哥時，有一對六七
十歲的老夫妻作為我
的友好家庭，每逢節
假日他們都把我接到
他們家裡過。給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他們
家的車庫的一堵牆上
做了一個酒架，上面
儲藏著各種酒。每頓
吃飯時，主人就會問
我是否想喝點兒酒，
我知道美國人請客不
用客氣，想喝多少喝
多少，他們既不會勸
你喝，更不會勉強你。
美國的家庭主婦也是
把喝酒當成生活習慣
，這在中國不多見。在
中國的家庭裡，似乎
只有大老爺們才有喝

酒的嗜好，因此一個家庭婦女愛喝酒會被當成另
類。

美國人對喝酒的理解既簡單又單純，就是飲食
的一種調配，社交場合的一種禮儀方式，給交談
增加一些情趣。
中國酒與歐美酒的區別

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造酒業十分龐大，然而
在國際市場所占的份額卻有限。我一直在思考，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美國到處都是酒吧，商店裡售賣來自世界各地
的形形色色的酒，但很少賣中國酒。然而在美國
的酒吧裡或者酒類專賣店經常可以見到日本的
清酒，不少美國人還是很能接受日本酒的。中國
酒出口美國，一般也只能在中國食品店見到，多
是旅居海外的華人購買。

與歐美酒和日本的清酒相比，中國白酒的製作
工藝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酒精的揮發性很高
，不僅喝酒時空氣裡充滿著酒氣，喝了酒的人呼
出的氣流也是撲面而來的酒精夾帶著飯菜味兒。
歐美酒的類型很多，然而不管是低度的還是高度
的，也不管是什麼味道的，一般都不太揮發酒精，
所以酒吧或者餐館一般聞不到酒氣兒，喝酒的人
也不會讓人聞到他呼出氣流的酒精味。

中國的酒若要走向世界，則要研發一些10度
左右的低度酒，因為西方的大眾喝的一般都是這
種酒精度的酒。

酒是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中國酒要走向世界
，要在國際市場上分一杯羹，必須首先克服酒精
揮發的製作工藝問題，同時也要大大降低酒精度
，如此方能創造出中國酒的世界品牌。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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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普林斯頓教授：什麼樣的中國學生被淘汰？
在中國做研究的學生往往都會給人以比較

功利的感覺，這似乎是國外學校在面試中國博
士生時固有的印象了。事實上，這一點其實深深
植根於中國孩子教育的全過程中。作為普林斯
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招生工作的負責人，康毅
濱教授就看到了太多這樣的例子。在他眼中，很
多中國學生雖然聰明、勤奮且能力也很強，但他
們卻並沒有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東西，而是被
狹隘的競爭意識困住了。在這方面，美國教育體
系培養孩子從小形成的“公共意識”的確顯得更
加具有長久的影響力。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教授康毅
濱先生，負責該系在中國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觸
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學生，其中絕大部分是清華(
微博)、北大(微博)、復旦(微博)、中科大(微博)等
國內知名學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
教育給學生帶來的困擾。

“中國學生聰明，勤奮，但也迷茫，功利心比
較重，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康毅濱在接受
《星期日新聞晨報》訪問時說。

什麼樣的學生被淘汰？每年一月底，康毅濱
就要從系裏抱回一大包資料仔細看——裏面是
所有申請普林斯頓生物分子系的中國學生的材
料。

每年，該系每年大約招收25名本科學生攻
讀博士，系裏給康毅濱的“中國額度”有4個，而
他收到的申請約有七八十份，只有4%左右的

“成功率”。每個“申請包”主要有這些材料：本科
各科成績單，托福(微博)和GRE的考分，個人陳
述，以及推薦信。康毅濱把它們分成“定量”和

“非定量”兩類。分數他看得很仔細，但那些“非
定量”的東西卻能告訴他更多。

X=星期日新聞晨報
K=康毅濱
X：“個人陳述”有什麼用？
K：就是說說妳為什麼想成為一個分子生物

學家，為什麼想來普林斯頓。
X：妳看過幾百份“個人陳述”，從裏面看到

了些什麼？
K：中國學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

出來，他們寫的“陳述”經常千篇一律，缺乏特點
。

X：他們給妳什麼印象？
K：不清楚為什麼要來普林斯頓，或者過分

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實的自己。
X：真實鮮活的“陳述”是怎樣的？
K：有個學生是這麼寫的：他以前的專業是

電子工程，後來才慢慢發現真正感興趣的是生
物。他申請轉了系，盡管絕大多數人反對，因為
沒有基礎，讀得有些吃力，但他還是很高興。因
為每一學期都會比上一學期進步一些。他的“陳
述”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因為它展示了一
個人在尋找和實現夢想過程中的困惑和欣喜。
去年我們還錄取了一名學生，她在“陳述”中坦
率地指出了母校的問題：她很遺憾本科四年沒
有接受更為全面的教育。妳可以看到她的渴望。
第一輪篩選，從80份申請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
右的“候選人”。

2月初，康毅濱開始電話面試。雖然並不直
接和學生面對面，但大洋彼岸傳來的聲音，會告
訴他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

X：妳會問些什麼問題？
K：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語能力、科研經歷、隨

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學生的一些背景狀況。
X：接到電話的學生，會很緊張吧？
K：電話面試大約一個小時，45分鐘說英語，

15分鐘用中文。就算英語不是特別好，學生還是
可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國學生會
把它看作一個“考試”，而不是一個“對話”，所以
有些會很緊張。

X：妳聽出了什麼？
K：有些學生聽得出來他（她）事先在紙上寫

好回答，照著念，或者是背出來。還有是“排練過
度”，說得非常溜，像演講一樣，但並沒有針對我
的提問。

X：他們會給妳留下什麼印象？
K：那些答非所問的學生，我想可能沒有自

己做過真正獨立的研究，或者對自己沒對信心。
我希望學生是展現一個真實的自我，而不是一
個過度包裝的、失去了真實性的“加工成品”。

X：或者是我們的教育沒有告訴他們，說實
話是最好的回答。

K：我們要挑選的，是真的熱愛科學、而且誠
實的人。去年，我幾乎是在申請截止前的最後一
刻才收到了一個學生的材料，條件很好，我就給
他打電話。他老老實實告訴我，雖然他很早就進
實驗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為什麼，實驗
總不是很順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實
驗中遇到的問題，和為解決問題所作出的種種
嘗試。表面上看，他的科研並不成功，但我能感
受他的認真、誠實、努力，這已經具備了一個科
學家、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

電話面試並不是最終的決定。之後，康毅濱
要在候選人中反復地掂量、比較。在這個過程中
，分數高低往往不是決定因素，而是從細微處看
到的非智力因素。

X：分數不重要？
K：分數很重要，但不是一個絕對因素。申請

普林斯頓的學生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的尖子，經
過高度選擇過的人，智力都沒有問題。我會仔細
看每一門的成績，但並不是分數高就能入選，相
反，我認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實力並不相差
太遠。錄取與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

我們系錄取過一個河南的學生，家在農村，
初中就獨自在縣城住校讀書，吃過不少苦。在電
話和電郵裏，我感覺到她為人謙和，沒有一些被
寵慣的尖子生的趾高氣昂。還有個學生，他會和
老師“套瓷”，但不是恭維，套近乎，而是自己的
確做過研究，對老師有真正的了解，提問很專業
，很深入。這樣的學生，不油嘴滑舌，讓人感覺到
懂得認真負責，尊重機遇。但有的學生過於自信
，甚至有些傲慢，覺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頓，就
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很難給人留下
好印象。

進入普林斯頓的學生會遇到什麼樣的困擾
？

來上海之前，康毅濱在福建
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親、
侄子去爬山。讀五年級的侄子告
訴他，在他們學校，老師讓每個
學生都要在班上找一個“對手”。
每次考試下來，贏得多的同學受
表揚，輸得多的要被批評。在這
樣的氛圍中，班上學習好的同學
也不大願意花時間幫助成績不
好的同學。讓康毅濱震驚的是，
目前中國基礎教育到處可見這
樣的“激勵”方式。普林斯頓是金
字塔尖上的精英學校，但對最終
被普林斯頓錄取的中國學生來
說，與其說已經攀登到了金字塔
尖，不如說真正的競爭剛剛開始
。

而這時候，中國教育從小學——不，從幼兒
園——就開始灌輸的狹隘的競爭意識，清楚地
烙在這些留學(微博)生的身上，困擾著他們。

X：中國學生到了普林斯頓後，會遇到哪些
問題？

K：有些學生進入普林斯頓後，心態急，享受
不了科學研究的樂趣，而把實驗看作“計件勞動
”，急於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頭喪氣。有些學
生進來後發現，自己辛辛苦苦讀了那麼多年書
考上來，但這並不是自己喜歡的、擅長的，很迷
茫。還有，他們往往在人際關系上會遇到問題，
覺得不受歡迎，孤單。

X：為什麼會這樣？
K：普林斯頓相信學習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是一個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熱愛什麼的過程，但國內教育系統出來的學生
，常常是另一種心態：最好一進學校，就有人指
定給他（她）一個課題，而且是一個保證可以做
出來成果的課題。

就像解一道數學題，一定會有答案，做出來
了就能拿高分。然後呢，就想靠這個課題找到一
份體面的工作。他們基礎紮實，學習勤奮，上進
心強，應試能力強，成績優秀，但缺乏探索精神，
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比較弱，功利心比較強。

X：其實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態。
K：我們系有過一個中國學生，來普林斯頓

不久，我發現他並不真正喜歡研究。後來他告訴
我，其實早就發現自己並不熱愛科研，但從小學
到大學，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考上
美國一流大學。他是為了別人的期待考普林斯
頓的。

其實這個學生小時候對生物很有興趣，只
是後來成人世界把他的實驗成功與否過早地和
名利、和事業緊緊聯系在一起。而在這一行業真
正成功的人，往往並不以出人頭地為目的（如果
只是為了這些，還有其它很多更簡捷的路可走）
，而是享受探索的過程，包括其中許許多多的失
敗和得來不易的成功。

X：妳剛才說的中國學生在人際關系上的麻
煩，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K：妳看，我小侄子從小就被這麼“教育”，從

這樣的思維裏出來的學生，對競爭的理解會很
狹隘，認為把別人踩在腳下就是勝利，把別人壓
下去就是成功。

實驗室是一個團隊工作，有人發表論文，本
來是大家一起高興的時候，但一些中國學生往
往有些悶悶不樂，似乎別人的成功就意味著自
己的失敗。有時科研項目八字還沒一瞥，就想

“分家”，好算作自己一個人的成果……有些中
國學生特別想快速成名。這樣的心態，學校和家
庭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

在美國，成績是一個人的隱私，不會公布出
來，分數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壓力。他們提倡團
隊的合作，互相幫助，共同提高。

X：兩種意義上的競爭，就會產生矛盾。
K：這樣的競爭意識過強，就會缺乏團隊精

神，以自我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
他人關系的緊張。

比如，老生周末帶新生開車購物，晚到了幾
分鐘會被人埋怨，而新生卻可以理所當然地在
超市慢條斯理地貨比三家，讓老生在外面等幾
個鐘頭。

還有學生問我：為什麼去年邀請他去家裏
過節的那些美國人今年不再邀請他了呢……

有時候我會想，他們恐怕自己都沒有意識
到這是一個問題。從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
飯的碗筷，換下來的臟衣服……爸爸媽媽爺爺
奶奶都幫他們處理好了，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
自然會覺得理所當然。

而多數美國學生的確比較有“公共意識”。
實驗室的垃圾通常他們處理得比較多。生物系
有許多做後勤工作的員工，包括老鼠房負責日
常餵養的工人，運送實驗用品的搬運工和收發
員，打掃實驗室的清潔工等。

每年到了聖誕節，我實驗室的美國學生會
牽頭一起湊份子，每人出個五塊十塊，買個小禮
物送給那些工人，以表示對他們平時工作的感
激。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個
學生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將來他在事業上能
走多遠。（來自公眾號外灘教育 作者：康毅濱 編
輯：吳研嬌）

體驗美國大學校園風情
1、想在美國大學混文憑是死路一條

（美國小學、中學沒有過多的硬性考
核指標，而進入大學就面臨嚴格的考
試過關，所選修學科不達標就不能畢
業。）

在南京大學讀完碩士研究生後，我
被招錄到美國設在南京的一家審計事
務所工作。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時
下，這個條件和門檻相當高的外企的
確是令人垂涎的肥缺。因不安現狀，工
作一年多後，我又放棄了這裡的優厚
待遇，去美國萊思大學讀MBA。

萊思大學在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
有100 多年的歷史，校風端正，治學嚴
謹，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校園學習氣
氛濃郁。進入校門，可見教室裡、樹蔭
下、草坪旁，到處都有莘莘學子勤奮讀
書的身影。

美國的教育與中國截然不同，他們
小學、中學強調素質教育，張揚個性，
尊重學生的選擇，沒有過多的硬性考
核指標，所以美國的青少年自由、歡樂
、無憂無慮。而進入大學，就面臨嚴格
的考試過關，緊張、壓力大。國內從小
學起就按考分排位，兒童時代就被分
數的大山壓得難以喘息，過了高考的
最後衝刺，進入大學後方可鬆口氣。

我在國內大學讀了七年商務英語，

又在外企工作了一年多，自認為英語
已運用自如，但剛到美國時，仍面臨語
言關問題。這裡的英語帶有地域性很
強的得州腔，很彆扭，如同徐州人聽陝
西話。我好幾個月後方能適應。

美國的大學考試嚴格，所選修的學
科如果不達標就不能畢業，想在這裡
混文憑那是死路一條。我一年來的學
業一直是在緊張吃力中完成的。

不過課餘生活豐富多彩，讓我終生
難忘。
2、體育明星是美國大學的驕傲

（喬丹曾就讀過的高中和大學為他
塑雕像；在校園裡，橄欖球隊員甚至有
自己專屬的停車位。）

美國大學重視體育，體育明星是大
學的驕傲。如籃球名將喬丹，他就讀過
的高中和大學都為他塑了雕像，以培
養了籃球明星為榮。

橄欖球又稱美式足球，緊張刺激，生
動有趣，是美國最受歡迎的一項體育
運動，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橄欖球隊。所
以橄欖球隊員是學生中的驕子，在學
校最受歡迎，也是女同學最崇拜的偶
像。在校園裡，橄欖球隊員甚至有自己
專屬的停車位。週末，我們學校常組織
和其他學校的比賽。我雖然對美式足
球一竅不通，但為本校的榮譽，樂意為

他們忙前忙後，從中也體
驗到美國人對美式足球
的狂熱。

那天，我們學校與得州
公立大學隊比賽橄欖球。
我們早早來到尚未開賽
的體育場，場內氣氛熱烈
但涼風習習，7 萬人的寬
大 賽 場 空 調 居 然 打 到
20℃。可見為了喜愛的運
動，美國人是不惜浪費能
源的。

我校的橄欖球隊水平
一般，加之校方重視不夠
，只派了我們幾十個少得
可憐的親友團和拉拉隊
坐在角落裡，從拉拉隊的
規模看，我們首先在陣容
上就輸給了對方。得州公
立大學隊伍整齊，聲勢浩
大，拉拉隊吹著號角，排
著整齊的方隊入場。整個
體育場泛著橙色的波浪，
身著橙色校服的得州公立大學生占了
全場的四分之三。

為了贏球，他們連吉祥物公牛都帶
來了（公牛表示淡定），整場比賽當然
是一邊倒。我們喊破了嗓子也無濟於

事，他們不僅贏了球也贏了氣勢。
3、有趣但恐怖的校園暗殺遊戲

（遊戲規則規定，每人發一把小水槍
，對照所分的暗殺對象照片查找，發現
目標用小水槍擊中即為暗殺成功。）

學校有免費的早餐，一般是麵包、雞
蛋捲、蔬菜、水果、咖啡，還有果汁。一
天早晨，我吃完免費早餐去上課，遇到
外班的一個同學，我們便開始聊天。聊
著聊著，他突然掏出一把小水槍，把水
射到我身上。我吃了一驚，然後大笑，
說兄弟你這年紀還玩小水槍，也忒裝
嫩了吧？沒想到那個老兄很嚴肅地看
著我說：“你死了！你被我暗殺了……”

我這才想起，這是我們老師安排的
課外活動，我們都參加了系裡組織的
一個暗殺遊戲！

遊戲規則規定，每個參加遊戲的人
發一把小水槍，然後對照所分的暗殺
對象照片查找，發現目標用小水槍擊
中即為暗殺成功。成功後可繼續殺暗
殺對象要暗殺的人（即傳遞目標），直
到最後一個人獲勝。不過不可以在上
課時候玩，因為老師是警察，被老師發
現了就直接淘汰了。外國網站很流行
玩這個遊戲，大家互相不認識，被默默
分配到暗殺任務。有人請假到暗殺對
象的公司樓下埋伏，有人原本開車上
班，為了完成暗殺任務改成擠公交車。
平時還得戴著帽子和墨鏡偽裝自己。
我猜想，這大概是美國校園經常出現

槍殺事件，老師為了鍛煉學生的防範
意識，讓學生在這個持槍合法化的自
由國度裡時刻提高警惕，防止無端成
為暗殺的對象。

這遊戲雖有趣，想來卻有幾分恐懼。
4、舉辦中國式派對慶祝中國國慶節

（中國同學分別做了足量的菜，帶到
一個同學家裡，然後叫上全班同學嘗
嘗我們自製的中國菜和中國酒。）

和中國的聚會不同，美國的派對一
般只給酒不給飯，既簡單又節省。入學
不久我參加了一個美國同學搞的 te-
quila tasting party（龍舌蘭品酒會），只
提供幾瓶龍舌蘭還有幾包薯片。美國
人真小氣，沒有什麼可口的菜，聚會光
熱鬧，但缺少中國式的地主情誼。

2010 年 10 月 1 日，我和幾個中國校
友一起搞了個 Chinese Wine and Food
Tasting Party(中國品酒品菜會)，叫上全
班同學嘗嘗我們自製的中國菜和中國
酒。美國的白酒很貴，二鍋頭都要15美
元一瓶，我們都是窮學生，就準備了一
瓶汾酒，一瓶二鍋頭，一瓶花雕，還有
一百多瓶啤酒，8個中國同學分別做了
足量的菜，帶到一個同學家裡。

聚會的主題是慶祝我們的國慶節，
海外遊子懷念祖國，大家思鄉之情油
然而生，我們唱著中國歌曲。美國同學
聽不懂，但能猜出大概意思，也高興地
詠之蹈之，加上白酒的烈性，他們一個
個興奮得躺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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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活必看：五件稍不註意就
進監獄的小事

(本文來自搜狐網)喝啤酒被捕?威脅同學
“小心我打死妳”被抓?到論壇下個《變形金剛》
正在看，沖進來幾個警察直接抓人?如果有人告
訴我國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小編一定問他是
不是腦子進水了。但在美國，這絕不是開玩笑的
事情，因為無數不信邪的先輩已經為妳做出了
榜樣，傳說中的“海澱小霸王”李天一就有幸曾
是其中一員。所以親愛的同學，如果妳想要妳去
美國留學，建議妳一定要好好看看下面這些在
國內是小事，在國外是大事的規定，不要因為一
句隨口而出的話，結果就免費參觀美國監獄去
了。
女青年未滿21歲，喝啤酒被捕

一位女留學生，因為未滿21歲喝了罐啤酒，
結果就被警察帶走了，這讓國內無數小夥伴驚
掉了眼球，紛紛感嘆“還是社會主義好啊”。話說
改革開放後，赴美旅遊、探親、工作、留學的中國
人越來越多。“入鄉隨俗”是必須的，比如上餐館
、住旅館，不要忘了付小費。但這是遠遠不夠的，
還必須“入鄉隨法”。尤其是對小留學生來說，更
須時時處處夾緊尾巴。近年來，赴美留學低齡化
，大多數是不到20歲的青少年。英語的數字從13
到19，都是teen結尾的，所以，13到19歲的青少
年被美國稱為teenagers。這個年齡段的孩子，

能夠赴美留學，通常
家裏都是有錢的，有
錢容易“任性”，無法
無天。在中國，也許可
以逍遙法外;但在美國
，一定會攤上大事。最
近的中國留學生綁架
、虐待女同學的案子，
就是一個震驚美國的
案例。

哪些事在中國是
小事，而在美國就是
大事呢?對中國的小
留學生來說，至少得
牢記以下數條。

其一，不可發出
任何恐嚇的言辭。在
中國，小青年可隨口
而出，小心我收拾妳!
小心我揍妳!小心我做
了妳!小心把妳家燒了!
等等。2010年，在新澤西留學的翟田田被捕入獄
，就是因為學校認為他發出“要燒教學樓”的恐
怖言辭。在美國，不能說氣話。按照新澤西法律，

若審訊後罪名成立，最高罰款為7萬5千美元，
監禁3至5年。4個月的牢獄之災後，翟田田最終
憑藉“自動離境”權利離美歸國。

其二，不可欺負、戲弄人。人稱“海澱小霸王
”的李天一曾被父
母送往美國一所著
名的冰球私立學校
留學。在美國學校，
小霸王霸氣依舊，
不久，因打架、欺負
同學，被學校開除，
只得回國。

此外，還有一
種群體的戲弄懲罰
。在美國的學校，學
生可以自己成立組
織。有些組織有入
會規定，新會員必
須接受一定的肉體
或精神的處罰，才
能入會。這叫做“戲
弄懲罰”(hazing)，
類似惡作劇。這種
戲弄懲罰是非法的
。該團體的學生，都
可能卷入刑事案件
。

其三，非法拷
貝。青少年喜愛聽
音樂、看電影。在中
國，下載後自娛自
樂，貌似無人告發。

在美國，絕對犯法。根據美國法律，非法拷貝的
處罰是“可關進聯邦監獄長達5年以及25萬美
元的罰款”(upto five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and a fine of$250,000)。

其四，抄襲剽竊。中國有些名人不以抄襲為
恥。於正說，“抄襲只要不超過20%，比如妳把20
集戲全抄了但只要擴充到100集，法院就不會追
究。”。很是“理直氣壯”。按此奇葩理論，盜賊到
於正家裏盜竊20%的財產，法院就不會追究?在
美國，只要是抄襲，不管篇幅占多少，都是犯法
的。根據美國法律，大多數的抄襲屬於輕罪，罰
款幅度為1百美元到5萬美元，並可判刑一年。
依據某些州和聯邦的法律，抄襲也可視作重罪，
可面臨罰款高達25萬美元，以及坐牢長達10年
。學生作業抄襲，成績一律算零分，並可能被開
除出校。

其五，禁止喝酒抽煙。這有個年齡界限，絕
大多數的州是21足歲。在未滿21足歲前，嚴禁喝
酒抽煙，連啤酒都不能喝。所以，酒吧也不能去。
在美國，買酒買煙進酒吧，都要看駕照，以確定
是否符合法定年齡的規定。若是弄個“大齡”證
件，那就多了一條罪狀：偽造證件。對此，各州處
罰標準不一。在奧列岡州，可判入獄長達5年並
罰款 12萬 5千美元(tofive years in prison and
a $125,000 fine)。

幾十年前，毛澤東號召“上山下鄉”，認為青
年應該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現在，

“任性”的孩子被父母送到美國，不妨看作接受
美國的法制再教育，如此，若入鄉隨法，重塑自
我，花費巨款還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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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幸福感有竅門
四點建議助你收獲“小確幸”

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是保

持稳定良好精神状态的首要

因素。据法国《费加罗报》

报道，获取幸福感有几个小

窍门，只要掌握了这几个技

巧便可让你每天收获一点

“小确幸”。

今天早晨，你的小儿

子用涂满果酱的面包在厨

房的墙上乱涂乱画，公车

晚点了，之后你又与同事

发生了口角……每一天都

充斥着接连不断或是如出

一辙的烦恼，但这并不能

毁了你的生活。你可以给

自己制造一点小小“生活

的乐趣”，以便有个缺口

可以呼吸，保持良好心情。

文章提出四个小建议助你

轻松获取幸福感：

1. 微笑

看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却

经常被忽视。笑是一种精神

疗愈。日复一日地锻炼你的

颧骨和笑肌。对你的邻居、

商店里的职员或是你的朋友

微笑。多看一些喜剧片，培

养你的幽默感。在日常生活

中保持云淡风轻的态度，开

启积极的生活模式并试着控

制情绪。

2. 运动

永远不要小瞧运动的作

用。一次充分的运动可以弥

补一天中所需的幸福能量。

跑步、拳击、游泳……具体

的运动项目并不重要，关键

是保证每周至少一次通过运

动来宣泄脑中的负能量并获

得一些产生幸福感的荷尔

蒙，如内啡肽。如果你并不

喜欢运动，可以尝试从尽可

能多走路开始，如此你的大

脑可以呼吸到新鲜氧气从而

得到平静。户外运动可以使

你心胸开阔，让你更平和地

看待事物。

3. 放松

每天花点时间做你喜欢

的事情，编织、写作、阅读、

运动、涂鸦……如果购物能

让你感到快乐，买吧!你只

有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没关

系。做几个俯卧撑或做顿料

理。但记住：要把这30分钟

留给你自己，因为这已足够

更新你的大脑。即时的放松

可以保证快乐的心态，不要

浪费了这属于你的短短30分

钟。

4. 与人交流

学会从别人身上获取快

乐。你是单身吗？享受你的

独立和无拘束，但在一天快

结束时可以与人打一通电

话。人是社会动物，大脑需

要交流。工作后的聚餐，茶

水间里的交谈，朋友间的小

酌……这些都是很好的交流

的契机。尽可能与人面对面

接触，而不是只做网络上的

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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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最人见人爱的人是

谁?你以为是贾宝玉?王熙凤?再或

者是贾母?都不是，是薛宝钗。这

个美丽的女子知书达理，待人接

物十分友善，和姐妹们聚在一起

谈话时总是中心。对于这么优秀

的女子，故事的主人公贾宝玉却

不大喜欢她。

林黛玉与贾宝玉

大家都知道贾宝玉很喜欢林

黛玉，对她百依百顺，很多男人

和女人不喜欢林黛玉，说她小家

子气，爱哭，甚至有的大男子主

义的男人说“恨不得一脚踹死

她”，当然这是那些心中只有自

己的男人才会说的话，怜香惜玉

的性情男人绝不会说。贾宝玉就

是性情之人。

贾宝玉为何喜欢林黛玉而不

喜欢薛宝钗，一个贾宝玉，一个

林黛玉，是什么让这两块玉心心

相印?

贾宝玉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两块玉有

共同的生活理想、志趣相投!薛宝

钗的人品肯定没得话说，做事的

能力更是远超林黛玉，另外，她

还是贤妻良母，容貌生得不比林

黛玉差。可是她却固守封建礼

仪，为人处世显得过于圆滑。

再来看看贾宝玉是什么样的

人，贾宝玉热爱自由，做事我行

我素，仗着贾母的疼爱，经常在

贾府里胡作非为，整天和姐妹

们混在一起，他讨厌科举，不喜

欢读书。薛宝钗总是不识趣地提

醒他“男人要走仕途之路”，对

于这样的女人，贾宝玉肯定不

喜欢。

而林黛玉和薛宝钗完全不一

样，她和贾宝玉一样崇尚自由，

动不动就甩脸色给别人看，尽管

不礼貌，但却是真实情感的流

露。尤其在牵扯贾宝玉的问题

上，林黛玉特别在意，丝毫不肯

让步，这让贾宝玉觉得她是真爱

自己。

林黛玉

事实上，林黛玉的确对贾宝

玉有真爱，读红楼梦的人都能看

出来，而薛宝钗从内心里并不喜

欢贾宝玉。薛宝钗为何进贾府?选

秀女!进贾府能方便她选秀女，后

来选秀女的事情泡汤了，不得已

才嫁给贾宝玉，其实从心中她是

瞧不起贾宝玉的。在她心里，贾

宝玉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孩子，

没有男子汉气概。贾宝玉对这个

表姐也只有亲情。

林黛玉喜欢跟贾宝玉一起

玩，两个人都是爱玩的人，薛宝

钗过于认真，反倒像贾宝玉的

“奶娘”。林黛玉一副楚楚可怜

的样子，动不动就咳嗽，贾宝玉

是个喜欢和女人交流的人，怜香

惜玉的他当然对弱不禁风的林妹

妹爱极了。薛宝钗事实上比王熙

凤还男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

做事考虑周全。

林黛玉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情节：袭

人去找宝玉他娘王夫人，拐着弯

说林黛玉不适合贾宝玉，说薛姑

娘才合适。然后王夫人说“恐怕

凤丫头的意见与我……”话没说

完，但意思已经明了。王熙凤是

贾府的管家，权势很大，如果薛

宝钗做了贾宝玉的妻子，那王熙

凤的位置恐怕要动摇了!这说明薛

宝钗真的很有能耐，贾宝玉怎么

去怜惜这样的女子?

总而言之，贾宝玉和林黛玉

这两块玉性情相投，两个人都对

现存的一切不满，内心和行动都

极度渴望自由。

这两个人是红楼梦里的“仙

葩”，两人真心相爱，可惜的是

最后没走到一起，孤苦的林妹妹

病逝了，去世前贾宝玉居然和薛

宝钗成亲了。红楼梦是个悲剧，

在这场噩梦中，最相爱的两个人

没走到一起。

日常生活中
微妙的平衡與矛盾

日 本 街 头 摄 影 师

Shin Noguchi，擅于捕捉

日常画面中微妙和复杂的

日本文化，他的想法是

“街头摄影永远能展示真

实”，所谓的真理就存在

于社会、街道和人们的生

活中。其中一辑照片“非

语言空间”， 就拍下了

生活中矛盾并引人深思的

画面。

作为日本摄影师，他

觉得日本拥有独特的美

丽，但却非常纤细，很容

易就会失去平衡。因此他

试图表现出日常中不稳定

空间的影像，并在作品中

摄影师引用了“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

vine（凡人皆有过，唯神

能宽恕）”一字，在拍摄

这种矛盾空间时，同时也

意识到这种不稳定和扭曲

其实也是由人类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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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露：成功打入汪僞特務機關後因惡名精神崩潰

“左联”女作家关露多才多

艺，在写作与翻译方面多有成

就，其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

和为电影《马路天使》写的插曲

《春天里》，均为一时之选。她

还与王莹同台演出并支持王莹竞

演赛金花。然而，历史记住关露

的，首先还是她的悲怆命运：为

抗战工作，打入汪伪特工总部获

取情报，胜利后却蒙受汉奸恶

名，1955年受潘汉年一案的牵连

而被捕，1967年又被关进秦城监

狱。她比王莹幸运，毕竟活着走

出了监狱；她比王莹更悲惨，因

为她始终没有完美的婚姻。

关露1927年到上海读书并从

事文艺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和“左联”。1939年，关露

接到叶剑英的密电：“关露同

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关露到香港住下——

第二天廖承志和潘汉年一起

到香港饭店来了，向关露布置了

任务，要她回到上海后，到汪伪

特务机关做策反工作。找一个重

要人物李士群，争取他为我党做

工作。关露欣然接受了。潘汉年

又嘱咐关露说：“千万要注意，

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

用嘴巴。”又说：“今后有人说

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

护，就糟了。”关露连连点头说：

“我不辩护。”

从这时候起，关露在潘汉年的

领导下做情报工作，不顾个人安危，

忍受朋友们的误解，出生入死，为

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

到1941年年底，这个工作由其他同

志接替，她的工作才告一段落。

1942年春天，组织上给关露

另一个任务，派她到日本大使馆

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

刊当编辑，打算通过女声社社长

佐滕俊子的左派朋友，找到日共

的地下党员搞敌人的情报工作。

（胡绣枫《回忆我的姐姐关露》）

这是一个“毁掉个人名誉”

的工作。据柯兴的传记介绍，当

时廖承志曾向她保证：“关露同

志，将来党会出来为你说话的。”

抗战胜利，举国狂欢，但关

露却上了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名

单。在周恩来的建议和王炳南的

嘱托下，有关部门把她转移到苏

北解放区。但到淮阴第3天，关

露就被隔离审查，忧愤之中，她

又收到相爱多年，此时正在重庆

工作的王炳南的绝情信，终于精

神崩溃。后来虽因潘汉年的证明

而获自由，但实际上仍被打入另

册。周旋于敌人中间的危险已经

过去，但当年因误解而来的责骂

却依然存在，不过是换了另一种

形式：组织上的怀疑。“潘汉年

案”发生后的1955年6月15日，

关露被捕。1957年3月27日，关

露出狱，其党籍因李克农的干预

而得以恢复，但接着就收到电影

局要她退休的通知，此时她还不

到50岁。1967年 7月1日，关露

再次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 5

月被释放。出狱后，她对党没有

丝毫怨言，对当年的秘密也依然

守口如瓶。直到1982年3月潘汉

年得到平反后，关露才被认定

“不存在汉奸问题”。晚年的关

露瘫痪在床，孤苦冷寂，生活状

况极其糟糕。1982年严冬，关露

服安眠药自杀。

关露坎坷的一生中包含着一

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1937 年

“八一三”事件后，关露偶然认

识了地下党员王炳南。1938年初

第二次见面告别时，关露把自己

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王

炳南，偶然触摸到了他冰冷的手，

情不自禁地说：“怎么这么凉？

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

和暖和。”这旬普通的关怀话，

令王炳南在凛冽的寒风中怦然心

动。不久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

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

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

心你一世。”此后鸿雁传书，但

双方都没有点破，这不仅因为王

炳南已有妻子，也因为在民族解

放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都承

担着重要使命，王炳南随周恩来

从事统战工作，关露留在上海执

行秘密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

两人才在信中商定，时机一到就

解决婚姻问题。

1946年，王炳南随周恩来到

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

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

异，他决定到苏北找关露商定终

身大事，行前向周恩来汇报了他

和关露之间的关系以及到苏北的

计划。几天后，周恩来、邓颖超

夫妇以劝慰的口吻对他说：“炳

南同志，关露同志是个好同志。

但是由于她这一段特殊经历，

在社会上已经留下了不好的‘名

声’。不少人以为她是‘文化汉

奸’……炳南同志，你长期以来

从事党的外事工作，如果你们两

人结合，恐怕会给社会上带来不

好的影响，这对我们开展工作并

不利……”在党的声誉与个人感

情之间，王炳南没有其他选择。

1949年3月，关露去看望12年没

有见面的王炳南，表达了“青山

不改，绿水长流”的执着，而王

炳南则三次重复：忘掉过去吧。

关露的故事是令人伤怀的。

王炳南在悼念关露座谈会上说：

“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

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

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

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1996

年12月，胡绣枫对来访的关露传

记的作者柯兴说：“我不该把我

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

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

去，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

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两

次入狱，十年坐牢，皆因我这句

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

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

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

不起我姐姐！”

关露自杀用的安眠药装在牛

皮纸大信封里。信封的里面，有

王炳南当年送给她的照片。在王

炳南题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

心你一世”的下面，是关露的题

词：“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

人独我痴。”政治原因阻碍着

王、关的婚姻。这不是王炳南的

错，即使王炳南顶着压力与她结

婚了，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中

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在关露遭

遇灾难的时候，王炳南似乎一帆

风顺，直至担任外交部副部长。

但他的婚姻始终为政治所左右。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德国人王安

娜，这位有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德

国女性是最早一位随夫到中国参

加革命的欧洲人。1938年12月，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王安娜到香

港和上海，通过“保卫中国同

盟”以获得一批支援延安的医学

器材。在沪期间，王安娜遇到一

个留学德国时与她相识的日本人

K博士，并受后者之邀到东京一

游。此行给王安娜蒙上了一个阴

影并直接影响到王炳南，甚至有

人怀疑她是双重间谍。“王安娜

为此很苦恼、很失望。她为我党

做了许多出生入死的工作……而

今，却因为这件事先无法请示的

‘日本之行’，让自己的丈夫在

党内挨整。她很寒心。为了不影

响丈夫的工作和前途，也为了解

脱自己的苦恼，她只好与王炳南

分手”。（程远行《风云特

使——老外交家王炳南》，中国

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1945

年的事情。此后王安娜去担任宋

庆龄的秘书，王炳南随周恩来与

国民党谈判。1950年，王与外交

部秘书张浴云结婚。1966年初，

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的王炳南被

认为是“特嫌”（起因是他与曾

经为党工作的董竹君女儿董国瑛

有过联系，而董国瑛当时被怀疑

是美国特务），在家闭门思过，

不久被关进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

室。张浴云也受到牵连，受到批

斗，她曾两次逃狱、两次被抓回，

在无法忍受诬陷、谩骂和污辱的

绝望中，自缢身亡。“王很明了，

张浴云之死是由于他的株连造成

的。他心如刀绞，双眼涌泛了泪

水，几十年的夫妻就这样诀别

， ……在王炳南的要求下，外

交部专案组同意王回家把张浴云

去世的事告诉孩子们，但只许十

分钟，而且还要专案组人员陪同

前往”。（《风云特使——老外

交家王炳南》）“文革”结束后

，在双方孩子们的策动下，王炳

南与老朋友、也是被迫害致死的

潘自力的妻子姚淑贤结婚。晚年

的王炳南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会长的身份推动了民间外交。

汪精衛1943年拜見溥儀：最具諷刺性的曆史會面
汪精卫和溥仪都是让人为之

一叹的人物，这两个人都做过日

本人扶持下的傀儡政府首脑，而

且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汪精卫在

1943年曾到"满洲国"的伪都长春

拜见了一次"康德皇帝"溥仪，构

成中国最具讽刺性的一次历史会

面。

三十多年前，那个二十多岁

的抱着必死决心的奇男子汪精

卫，慷慨赴燕京。他是在革命党

屡次起义失败的激愤下，毅然从

东京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他

本是要刺杀刚登基的小皇帝溥仪

的，因为无从下手，选择了溥仪

的父亲摄政王。当然，溥仪那时

候年仅四岁，他无从知道这个欲

杀其父子的故事。银锭桥头一根

电线头露出马脚，汪精卫锒铛下

狱。清朝二百余年，敢去刺杀王

公的鲜有所知，抓到后也是必死

无疑。汪精卫被捕后抱着必死的

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在狱

中，汪精卫写了那首天下闻名的

绝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时的汪精卫何等英豪狂傲，

他不仅写下这篇杰作，而且日日

囚中吟诗高歌，其中不乏杰作连

连。请看这首《中夜不寐偶成》：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岚翠

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

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

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

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

自啾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

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

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

瘴海遥。

当时颇有大家诗名的陈衍在

其《石遗室诗话续篇》中为此大

为赞赏："自来狱中之作，不过

如骆丞、坡公用'南冠'、'牛衣'等

事。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篇终

接混茫，自在游行，直不知身在

囹圄者，得未曾有。"负责审讯

他的肃亲王，对其才具赞叹不

已，佩服有加，大力为他开脱，

暂免极刑，值辛亥革命爆发，出

狱重生。假如汪精卫当年真的去

了菜市口，那中国历史上将会再

有一位如谭嗣同那样的大英雄。

历史如此地捉弄人，三十年

后，当年名满天下的英雄刺客，

去满洲与当年刺杀的对象进行一

次丑剧似的相会。小皇帝已经长

大成人，野心勃勃，虽然失去江

山已久，但在日本人的羽翼下，

回到东三省，建立了个"满洲国"，

梦想恢复前清大业。而南京伪政

府的总理汪精卫，已经鬓生华

发，面色臃肿，那个曾经"慷慨

歌燕市"的奇侠，而今从容做倭

囚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这一

南一北两个傀儡政权首脑捏着鼻

子要表演一次合作与团结木偶

戏。这不过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

和影佐祯昭的会师。十年前，溥

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

洲国皇帝"，汪精卫正在南京国

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

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

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

变其傀儡之本质。"今天他竟然

作为另一个傀儡总理为"满洲国"

成立十周年去祝贺"满洲国皇帝

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

隆"。

抗战刚刚开始，汪精卫没有

投敌前路经长沙时，凭吊黄兴

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

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

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

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

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

墓门前。"他的心宇已萌生万事

休的茫然，英豪之气荡然无存，

唯有周旋苟且之念。但是，他的

周旋可有余地？他走得太远，太

偏。他去见"满洲国"皇帝，这是

两个国家首脑相见吗？这是两个

联邦的会盟吗？不，这不过是日

本人导演的一出"大东亚共荣"的

片段，他们分别担任两个傀儡、

可怜虫的角色。而为了自己的角

色，两个丑角竟然为自己可笑的

尊严争论不休。

双方为会见的礼仪发生很大

矛盾，汪精卫坚持一定要以两国

元首礼相见，而日本人嗾使溥仪

坚持以宋朝礼见。这样，汪精卫

成了朝拜，他坚称不可。双方反

复争论，最后由日本人斡旋，采

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

互相握手，互相致意，双方达成

协议。但是当汪精卫走进伪满洲

国皇宫，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只

见溥仪立上方，让汪等人站在下

方，站好后，边上侍卫官高呼"

一鞠躬"。事已至此，汪猝不及

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溥仪

不答，汪等礼毕，溥仪始与握

手。当天汪精卫还寓，痛哭不

已，此哭声何人能解？当年"引

刀成一快"的"少年头"，如今头颅

低得那样卑微，英雄气短？走狗

落魄？苍天可语？？

从长春途经北平，北平伪华

北政府请汪精卫在中南海居仁堂

演说，汪精卫上台后久不发语，

半天才说出话："那年我在被清

朝逮捕入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

时能好，我说在三十年后，我想

今日在座可能也要问，我还是如

此答。"说着泪水顺脸颊而下，

座中不少青年，抽泣声响成一

片。很快十几名佩刀日本军官进

来，环立会场，汪精卫演说如

故，结束时会场一片寂静。英雄

末路如此凄凉，不堪一睹；走狗

下场如此悲惨，后人须知。

世人多叹汪精卫，叹其才，

叹其貌，叹其雄，叹其奸。当年

听到汪精卫投敌，在病中的国学

大师陈寅恪在医院的病榻上写了

一首诗。诗曰：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

未肯遗。

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

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

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

总传疑。

此诗用典颇多，阜昌天子指

刘豫，南宋叛臣，金傀儡政权伪

齐皇帝，有诗名。阮踽，为阮籍

的父亲，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经

不住诱惑去做了官。褚渊，南齐

尚书，貌美，在丞相位很长，晚

年办了很多荒唐政务。冤禽，古

代精卫鸟的别名，出于精卫填海

故事。

汪精卫在临死前写了一首

《自嘲》遗诗，有这样两句："

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

秋。"这话还算客观，此人炎凉

之路，最好不要再续了。汪于

1944年死于日本，汪的夫人陈璧

君，当年舍身随汪进京行刺的巾

帼，在抗战后倒是和溥仪一起都

在狱中。解放后，她当年的朋友

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入狱探望，并

转告高层意见，只要承认汪精卫

有罪，便可释放，陈坚不从言，

1959年死于狱中。这一年，另一

个当事人溥仪，认罪伏法被特

赦，1967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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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星期一 2016年12月26日 Monday, December 26, 2016

在沒有壓力或煙霧下渡過一個愉快的假期
加州聖地亞哥訊，12-19-2016 ～假期應該

是與親友歡聚一堂，享用佳餚美食的好時光；
但繁忙的假期中四處奔波也會添加壓力。這時
候吸一根香煙好像是最佳的減壓方法；但是華
語戒煙專線的戒煙輔導員，想向在假期中戒煙
及想保持戒煙的人士，提供一些提示及鼓勵。

全美亞裔戒煙專線的方案部經理，卡羅琳
陳博士表示：「假期是充滿歡樂的，但也是滿
有壓力的。註意吸煙的誘因，及尋求充分的支
持是非常重要的。讓親友知道您正在戒煙，並
要求他們支持及協助。」

以下是戒煙輔導員就渡假期間如何避免誘
發煙癮，和保持戒煙的一些提示：

1. 在忙碌的假期中，爭取充分的休息。
2. 避免辛辣、含高糖份的食物，以及酒精

類。假期通常都是吃喝玩樂的時候，但該儘量

避免誘發煙癮的食物。選擇水果或低糖的甜品。
至於酒類，藏起來吧！改喝無糖的礦泉水、蘇
打水或蘋果酒（蘋果西打）。

3.	 如果天氣好，多散散步。保持活動和身
體鍛煉，可以防止在戒煙時養成不斷找零食的
坏習慣。

4.	 與不吸煙者为伴。如果您所有的朋友都
吸煙，那麼是時候去結交一些新朋友了！與吸
煙者保持距離；試試與已經戒煙或是不吸煙的
人建立一個新的社交圈子，這樣有助您充實生
活和遠離吸煙。

5.	 在戒煙的過程中，別人的支持是很重
要的。致電全美亞裔戒煙專線！請致電全美亞
裔戒煙專線，這是為全美說華語、韓國語和越
南語的亞裔戒煙者的免費電費輔導計劃。當你
來電時，一位親切的職員會提供各種服務選擇：

自助戒煙資料、電話一對一戒煙輔導，及免費
兩週試用裝的尼古丁貼片。

6.	 最後，不要放棄戒煙，您可以做得到！
關於《華語戒煙專線》：
《華語戒煙專線》服務由	Asian	Smokers’	

Quitline	(ASQ)	 所 提 供。The	Asia	Smokers’	
Quitline	(ASQ)	為居住在美國，說中文、韓語及
越南話的人士提供有效而又易於獲取的戒煙服
務。ASQ	已經證實倍增他們戒煙的成功率。服
務由受過戒煙專業訓練，並說流利國、粵語的
輔導員提供。合資格的來電者將會收到兩週試
用裝的尼古丁貼片。

我們鼓勵服務於華人社區的醫護人員及
各界人士，推薦說粵語或國語的吸煙人士打
電話到《華語戒煙專線》。如欲獲取更多有
關 資 料， 請 電 郵 到：	asq@ucsd.edu	 或 致 電

（858）300-1058。或參閱網站推薦鏈接	www.
asiansmokersquitline.org。吸煙者也可以在以下網
站自行註冊：www.asq-chinese.org

ASQ	 是由《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所資助，自	2012	年成立以來，已為
超過	10,000.00	名亞裔人士提供服務。《華語戒
煙專線》的服務提供給全美國	50	州及華盛頓特
區。

ASQ	的服務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美國
西岸時間早上	7:00am	至晚上	9:00pm。
• 國 語 及 粵 語 1-800-838-8917	www.asq-
chinese.org
•韓語 1-800-556-5564	 www.asq-korean.org
•越南語 1-800-778-8440	www.asq-viet.org

To	 learn	more	about	ASQ	(in	English),	visit:	
www.asiansmokersquit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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