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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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0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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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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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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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房租漲翻天，普羅
大眾薪資漲幅根本追不上，以房地
產起家的川普 (Donald Trump) 若
真的想當一位全民總統，2017 年 1
月20日上任後就該拋棄包袱正視
當前亂象。

華爾街日報報導，不動產網站
RealtyTrac 母公司 ATTOM Data
Solutions 預估，投資人每件炒房案
件平均獲利 61,000 美元、遠高於
2009 年房市穀底的 19,000 美元。
ATTOM 預估 2016 年美國炒房貸
款市場規模將達到 480 億美元、
創 2006 年以來新高。2016 年 1-9
月美國炒房人數創下 2007 年以來
新高；今年第 3 季大約三分之一比

重是透過融資完成交易、創 8 年以
來新高。

川普勝選後、美國房貸利率跟
著水漲船高，倘若趨勢確立、美國
房市恐將面臨降溫風險，令投資人
難以快速炒房獲利。

全美不動產協會 (NAR)12 月
28 日公佈，2016 年 11 月簽約待過
戶成屋銷售指數(Pending Home
Sales Index；PHSI) 年減 0.4% (月
減 2.5%)至 107.3、創 2016 年 1 月
(105.4) 以來新低。

NAR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Law-
rence Yun 28 日指出，更為強勁的
新屋開工才能紓解餘屋短缺現象、
減輕全美各地購屋難度升高的壓力
。此外，他也提到房貸利率攀高多少
令 2017 年房市展望蒙上陰影。

NAR 統計顯示，全美 11 月成
屋房價中位數為 234,900 美元、較
2015 年 11 月上揚 6.8%，連續第
57 個月呈現年增。

黑騎士金融服務公司 (Black
Knight Financial Services, Inc.)12
月 5 日指出，美國 30 年期房貸利
率在短短數周內跳升 49 個基點。
黑騎士數據和分析部執行副總
Ben Graboske 指出，美國有資格、
意願申請再融資的人口數從總統
大選前的 830 萬暴跌至 400 萬、
創 2015 年 7 月以來新低。

美國 11 月住房類消費者物價
指數 (CPI) 年增 3.6%、創 2007 年
6 月以來最大增幅。美國 11 月民間
生產和非管理職勞工 (占非農受薪
階級職員八成比重) 的平均時薪年
增率持平於 2.4%。

就在投資人進入房市大炒特
炒的同時，美國普羅大眾則是面臨
房貸申請門檻拉高的挑戰。

根據房地產資訊供應商 Core-
Logic 日前發表的數據，2016 年第
3 季美國房貸授信品質創 2001 年
以來最高水準。2016 年第 3 季美國

購屋者平均信用分數自 1 年前的
734 分升至 739 分，640 分以下購
屋者占比較 2001 年大減逾四分之
三。

cbsnews.com 21 日報導，不動
產數據分析公司 Trulia 指出，2015
年有將近 40% 的美國年輕成年人
(18-34 歲) 與父母、養父母、祖父母
或親戚同住，占比創 75 年來新高。

howmuch.net 16 日指出，過去
75 年來房屋相關開銷 (購屋、租
屋) 一直都是美國人的最大支出項
目 ( 唯 一 例 外 是 1941 年)。NAR
2016 年第 3 季數據顯示，千禧世代
若想在舊金山、奧克蘭、海沃德
(Hayward) 地區買一棟中位數房
價的獨棟成屋，以 3.5% 的頭期款 (
相當於 29,239 美元) 來計算，如果
每週省下 100 美元，得花上 5 年 7
個月的時間才能存下足夠的頭期
款。(取材網路)

美國炒房人數創新高
成成屋房價連屋房價連5757個月連增個月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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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投資者誤解認為，在美國養房的成本
非常高，其實不然，只要你能買得起，那麼養房
成本對于你來說是「小菜一碟」，那到底需要支
付哪些養房費用呢？

有很多的中國人誤解認為，在美國養房的
成本非常高，原因是他們在報刊或雜志上不斷
得到各種不同的說法，以訛傳訛讓大眾認為美
國的房子買得起養不起，其實不然，只要你買得
起，就會養得起。

嚴格說來，在美國擁有任何房子，真正的持
有成本只有房產稅。

房產稅在美國各個州各個地區都不同，一
般在1%-3%，在加州是1%-2%。新開發的區域，

地產稅
會高一
些。以
加州現在的房屋平均中間價約三十萬美金，它
每年的房產稅在$3000到$6000之間。

美國的房子通常分為獨立屋、城市屋（連排
屋），除了房產稅之外，還有哪些可能發生的費
用？

房屋保險
在加州，一般的區域，一棟三十萬到五十萬

的房子，它的房屋保險費每年通常在$600 到
$900之間，在加州由于地震災害比較多，地震險

是單獨加保的。

在其它州可能也有一些天
然災害，例如龍捲風或是水
災。你想要你的房子得到保
障，就要購買房屋保險。很
多人在國內買房都不買保
險，沒有購買保險這個概念
。其實買不買保險是你自己
的選擇，但是如果要貸款，
銀行一定要你買保險才肯
貸款給你。

庭院的維護
例如剪草，在加州每月需要$50到$60。但在

美國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都自己有割草機，一部
割草機二、三百元，自己剪剪草維護庭院，運動、
健身，又省錢。大部份的美國居民都是選擇自己
動手，除非是工作特別忙，或是家裏沒有年輕人
。

社區費
如果你買的是城市屋（連排屋），會有一個

社區費（國內稱物管費），費用一般在一百五十
元到三百五十元之間，費用的高低取决于社區
內公用設施的多寡。社區費中通常包含火險部
份，每一戶不必單獨購買。因為房子是相連的，
如果一家著火，其它人也會受災，所以他們的火
險是共同承擔的。

在美國當地，在貸款時計算你是否能夠負

擔這個房子，他們會把房屋的地產稅以及社區
費用都先計算在內。一般的概念，你的房屋上的
開銷包括貸款，水電費、社區費等加在一起，不
應超過你的薪水的三分之一，在房價最高時也
不應超過二分之一。如果你的薪水是$6000塊一
個月，那你付房屋的貸款和地產稅合起來應該
在$2000-$2500之間是比較合理的。如此你擁有
房屋就不會像房奴，你可以輕鬆支付其它生活
上的需要。

最近有不少客人在問我，在美國買房的持
有成本每年倒底有多少？現在舉一個實際的例
子。

日前有位從國內來的客人在加州的奇諾崗
市買了一棟獨立屋（別墅），4房3浴，231平米。
售價$540,000。它的地產稅率大約是1.26%，即每
年$6804，分二期每半年交納一次。加上火災保
險，每年大約$700，這就是這位客人擁有這棟房
屋的持有成本，按月平均計算，每個月大約$625
。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做房東需支付的養房費用

根據NAR數據顯示，2016年 1月份全國獨
立屋中間價格是38萬美元左右，比去年同比增
長8.2％。房價上漲的速度是自2015年4月份以
來最快的，也是連續第47個月同比上升。事實上
，美國的房價中位數已升至25萬美元，是2008

年中期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一價格在過去一年
中上漲了3.3%，並且據預計2016年還將繼續上
漲。

為何富裕起來的華人熱衷于投資美國房地
產？其實是因為：美國購房更有安全感

在美國購房，最大的特
點是需要第三方機構——
產權保障及托管交易服務
公司的存在，在房子竣工、
獲得入住證之前，投資者的
房子定金、合同及銀行貸款
等準備事項都會托管給這
樣的交易公司。除此之外，
第三方機構還可以為投資
人對房子進行質量評估，美
國這種在預售方面的管理
對中國來講是一個借鑒措
施。

美國的中介機構具有

完善的管理制度。首先美國
的中介人員要擁有執業證
號碼，都必須是大學畢業，
而且此後的每三年要進行
一次專業考核。所以，投資
者可以通過第三方機構人
員的從業證編號來探究他
的從業年限資歷和信譽度，
若你不滿意其服務態度時，
還可以向專門的管理部門
投訴，那麼中介人員的從業
將會面臨危機。

美國各州的政府制定
有關土地的法規來控制土
地的利用，所以投資者需要對自己購買的土地
做出相應的用途規劃報告。在美國，所有的房
產和土地都有一個統一的編號，所以有意向在
美國房地產投資的國人，在考察房地產期間或
者在挑選房產的時候，投資者要多放些心眼在

土地編號上。在簽訂購買合同的時候，要仔細核
對挑選的土地編號和合同中土地編號是否一致
。而且在美國，土地編號是土地權屬糾紛中重要
的法律根據。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購房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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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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17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1，訂價過高。
多數賣屋者假設買方會砍價，因此開價很高，高得離譜會成

為笑話，到最後往往只能自行一降再降，還不如一開始合理訂價
。房地產業者說，訂價過高的屋子很容易拖長求售期，房子賣得
太久，勢必拖累行情。

2，張貼到網站上的照片太糟糕。
許多人買房子會到處造訪網站、多方搜尋資訊，賣房子的

人也就需要把賣房資訊張貼到網站上，必然要附照片；照片如
門面，拍得美美的會大大加分，照片一塌糊塗會讓人對房屋興
趣缺缺。

3，潛在買主想看房子難上加難。
買房的人看上某棟房屋後，必定想儘快到現場看看，如果左

等右等都不得其門而入，很可能打消念頭。

4，髒亂不打理門面或難纏的鄰居。
如果鄰居的院子雜草叢生，堆放廢棄不用的車子，會讓人覺

得整個環境不好，連帶拖累房屋價值，不妨與這樣的鄰居溝通，
要求清理，或者乾脆自己動手幫忙打理，為了賣得好價錢，多多
付出是值得的。

5，看周圍行情。
如果鄰近地區最近賣屋的行情偏低，房地產商和鑒定商對

您房屋評價也跟著變低，連帶影響賣價。

6，地點不好。
如果您的房屋緊鄰公寓大樓、忙碌街道、學校或者處于某個

冷門區段，賣得的價錢便可能較低；而在住宅區內，如果地處不
好的教育區，房價也會受到不好影響，如果在仰賴大眾運輸工具
的都會區，距離車站太遠也可能會減分，靠近喧鬧不堪的街道，
也很難賣得好價錢。

7，一樓的室內隔間零碎或者陰陰暗暗的。
多數人喜歡明亮、空氣流通、寬敞開放的空間，如果空間被

切割得零零碎碎，而且一點都不明亮，房價勢必打折扣。

8，結構性的問題。
有些屋子采用花崗岩或不銹鋼等建材，萬一讓人感覺到花

崗岩或不銹鋼再多也都無法彌補地基等等結構性問題，房價便
會受到影響；買主很難估算需要花多少錢才能進行整修。

9，屋內佈滿灰塵和煤塵。
讓人留下不好的初看印象，之後很難改觀，房價自然難以往

上拉抬。(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賣房子需避開這美國賣房子需避開這99大禁忌大禁忌

你可能在電視節目上看到房屋裝修得非常流行，這一切很
容易被浪漫套牢。他們的裝修工作看起來快速而且容易，但很少
提及成功的結果所需的前期規劃的細節。

考慮好達到預期結果的計劃是完成夢想裝修效果的最佳途
徑。成功的裝修是為了在改善美觀的基礎上，盡可能滿足居住者
（無論是你、購房者或租客）的實際需要，因此以下幾個問題非常
重要。

1、為什麼需要裝修？
你打算長期居住或只是希望更加享受生活？你在賣房嗎？你

是否尋求資本增值以便將之用為另一套房子的
首付款？不同的答案將決定略微不同的裝修方式
，這是你決定如何裝修房屋的一個關鍵因素。例
如，當你賣房時，你可能會更關注于裝修房屋的
外部。如果是長期居住，房內應是你優先考慮的
部分。

2、哪些房間或區域需要裝修？
你打算裝修廚房、浴室、洗衣房、戶外娛樂區

嗎？房內最差的房間可能不一定需要花費大量的
預算，不要僅僅因為洗衣房最差就需要徹底
裝修，也不必只是因為廚房狀況還可以就忽
視。瞭解裝修的理由能幫助你安排好優先次
序。

3、你將會如何裝修？
考慮何人會居住在房中，你對裝修的預期結果是什麼。
列出一個裝修需求的優先次序清單。建議在裝修開始

前清楚瞭解裝修的每一方面，瞭解做什麼和為什麼做是關
鍵。這表明在動手裝修前，能夠證實每一個選擇的理由，清
楚每面墻、門把手、瓷磚、燈具、洗手盆、鏡子及家用電器的
選擇以及購買和安裝的成本。

4、你喜歡什麼樣式？
這對你裝修自己的住房時尤為重要。如果是為自己及

家庭以外的人裝修時，我們建議使用中性的現代時尚風格。

關鍵是通過裝修為家庭創建現代化的外觀，適合房屋現有
的樣式。應該詳細思考裝修計劃，研究如何同時考慮實用性與審
美偏好來裝修房屋。瞭解這些實用性和審美偏好是決定裝修細
節的指南。

5、你的裝修預算是多少？
應避免房屋的過度裝修（裝修成本超過為房屋修建的增值

水平）。除非你有150％的把握知道自己在可預見的未來居住其
中，否則不要裝修過度。

你要清楚瞭解所需的裝修工作和所需的花費。如果裝修工
作計劃完備，就能有準確的預算（當然需要預留意外應急費用）。
雖然裝修會有變動和反復之處，但知道的越多，就會計劃的越好
，不會使預算離譜。(文章來源：網絡)

裝修前要搞懂的幾件事裝修前要搞懂的幾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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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161217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來美國生活，語言的掌握是必須的，不少年輕的朋友本以為
自己的英語能力還行，平常對話應該問題不大，殊不知，在美國
生活還必須瞭解一些英文縮寫。而這些縮寫，在國內課本中是很
難學習到的。雖然很多通用詞語的縮寫是非常簡單易懂的，但在
使用上，新移民的朋友就總是沒辦法運用的那麼爐火純青。比方
說 See You 縮寫成 C U；You too縮寫成 U 2。但是房地產專業
用詞對于非專業人士來說就不是那麼淺顯易懂了。經歷過美國
房產交易的人都知道交易過程中會有很多相關文件需要簽署，
而文件中出現的縮寫有時會讓人弄不清楚其含義。今天把房地
產相關常用縮寫和其真正含義一一詳細的列出來，相信這對大
家今後看房買房賣房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Acr - Acre, Acreage 英畝，1 英畝等于 43560 平方英尺或

4046.86平方米
APR - Annual percentage rate 年利率
A/C - Air conditioning 冷氣
Bs, Bsmt - Basement 地下室
CCR - Conditions, covenants, restrictions 條件、規定、限制，這

是每個業主必須遵循的小區條例
CMA - Comparative market analysis 市場分析比較
DOM - Days on market 上市天數
Dir - Directions 方向
Elem - name of elementary school 小學名稱

FamRm, FR - Family room 家庭室
Firepl, Fp - Fire place 壁爐
FSBO - For sale by owner 業主自己出售房屋
FRBO - For rent by owner 業主自己出租房屋
GFE - Good Faith Estimate 貸款銀行在正式發放貸款前必

須向貸款人提供的貸款項目和所有費用的詳細列表
Gar - Garage 車庫
High - Name of high school 高中名稱
HOA - Home owner association 物業管理
HUD -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住房和城市發展
Kit - Kitchen 廚房
LOC - Line of credit 信貸額度
Lg/Gr - Living room/ Great room 起居室
Lot Dim - Lot dimensions 土地面積
LP/LPr - Listing price 挂牌價，要價
Middle - Name of middle school 中學名稱
OP - Original price 起始挂牌價
OO - Owner occupied 業主自住
POF - Proof of funds 資金證明
POA - Power of attorney 授權書
Poss - Possession 占據，占有
PMI - 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首付沒有到達銀行要求限

度時所必須另外支付的貸款保險金
PUD - Planned unit development 規劃單元開發（項目)
ROI - Return on investment 投資回報率
RTO - Rent to own 先租後買
Rec. Rm - Recreation room 娛樂室
SchD - School district name 學區名稱
SQFT - Square feet 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等于0.0929平方米
SFR -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獨立屋
NNN - Triple net 商業出租中租客支付保險，地產稅和物業管

理費的出租方式
TIL - Truth in lending 銀行必須向貸款人提供的關于貸款條件

和貸款金額的聲明
UTRM - Utility room 雜物間，工作間
Wt/Sw - Water/Sewer 水管，排水管道
W/D - Washer/dryer 洗衣機，烘乾機
WIC - Walk in closet 步入式衣櫥(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投資房產在美國投資房產
一定要掌握這些一定要掌握這些““行話行話””

你的住房能給來訪者、家人、甚至潛在買
家以良好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以下有十種方
法能夠改善房子的外觀，令房子光彩照人。

前院柵欄
在住房的前院添加一道漂亮的柵欄能使

房子看起來更大，並能為房產增值。這道柵欄
也可以為兒童和寵物提供更高的安全性。

一位本地木匠或庭園設計師通常能在一
天之內建好柵欄。

噴塗外墻
翻新難看的外墻的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

噴塗不同的顏色。
給外墻做塗層能顯得現代化和增加房產

的價值，但是昂貴而費時。而噴塗墻磚的方法
更快捷和便宜，如果使用得當，效果會非常好。

草坪
如果能增加房子前院的草坪，這會使房子

看起來更吸引人。
有時可能需要清除一些枯萎的灌木叢，前

院整潔的草坪能使房子外觀效果更好。

鋪石小徑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站在房外，不知道怎樣

走到前門，而鋪石小徑可幫助訪客找到前門。
精心布置的墊腳石是幫助訪客走到前門

的最完美方式，而且這些墊腳石還可以保護草
坪不被踩壞。

門牌號
訪客找不到房子的門牌號碼可不太好。要

確保你的信箱堅固（或至少是豎直的），上面標
示著明確的數字。

應保證門牌號碼很容易看到。
也可以在房外的聚光燈下添加一個門牌

號碼，這會讓人印象不錯。

門廊新磚
雖然不是所有的門廊都可以從街上清晰

看見，但這是訪客看到的第一個區域。
在門廊鋪設新磚可以翻新房子前院的外

觀。

許多門廊是在房子初建時鋪設，所以
可考慮使用新磚來裝飾這一區域。

前門
前門可緊隨時尚，其色彩沒有理由不

能定期更換。
色彩豐富的前門可以令房子看上去很

不一樣。
刷新前門，尤其是彩色的前門，能夠使

房子脫穎而出。

植物
前院種一些植物看起來總是更好，而

成熟的植物將是一個理想的選擇，但卻比較昂
貴。

其實即使是小株的植物看上去也很好。小
株的灌木是值得投資，因為能給房子前院帶來
新的面貌，而且還會不斷生長。

欄杆
裝上漂亮的新欄杆能給房子增色不少，還

能很好地點綴前院，而不需要破費很多。

白色木制欄杆能快速搭建（和粉刷）完成，
這一選項比玻璃更實惠。

噴塗房頂
破舊的房頂很容易被忽視，但重新噴塗房

頂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噴塗房頂最好留給專業人士來做。因為這

是一項危險的工作，需要一些專業技能，最好
請專業人員來完成。(文章來源：網絡)

做到這幾點做到這幾點，，可以讓你的房子升值可以讓你的房子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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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到升值的房產是每個房產投資者追求的理想目的。這就
需要剝繭抽絲，找出美國房產增值的根本原因，以幫助投資什麼
樣的美國房產升值儘快者做出正確的決定。專家6招教你預測
哪些美國房產會升值，讓你也成為專家！

由于美國是私有化經濟。屋主不僅擁有房屋而且擁有土
地的所有權。房子作為建築物隨使用年限的增長，壽命在不斷
的降低，它的價值隨時在折舊；而土地的價值是隨城市發展不
斷變化。

專家認為美國房產的增值實際上是土地的增值速度大于房
子折舊的速度而產生的增值。在美國，房子折舊的速度大致相同
，決定房產增值速度的主要是土地的增值速度。要想買到增值最
快的房產，就要買到增值最快的土地。

因此不難看出，美國買房投資選擇房子位置最重要！
因為一旦確定了地點，房產的增值速度也就大致確定了。交

通發達與否，購物方便與否，學校成績好壞，附近地區是否安全，
都是決定房屋位置是否能夠快速增殖的重要因素。

專家認為如果以上各個方面是肯定的加分因素，社區建設
良好，安靜有序，房屋需求旺盛，那麼就表示小區內房產增值較
快。

1、失業率
失業率對經濟對社會各方面影響都是非常大的，對于房產

來講，沒有工作，就不可能買房子。而失業率上升，買得起房子的
個人就更少。這降低了住房需求，推動房價走低。要查詢一個城
市的失業率以及是在上升還是下滑，可以上美國勞工統計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網站查詢。

此外，還可以看看當地公司是否正在招聘
，大企業是否在遷至該地區。更多的工作崗位
意味著更多雇員，這最終會提振該地區的房產
需求。

2、收入增長
想再深入一點瞭解情況的有購房意向者

可以看看某一街區家庭收入的平均變化或是
變化中值。

至少應該確認這些收入是經過通貨膨脹
調整的（最好是在不斷上升）。那些薪酬停滯或
出現下降的購房者在支付了月供之後可能就
沒剩下多少現金了；因此，他們可能不會維修他們的房屋，或是
聽之任之；這會降低房屋的價值，甚至是臨近房屋的價值。

3、較少的止贖申請和出售
平均而言，止贖房屋的售價會比同一地區的類似房屋低

30%，但具體數據會隨著不同市場而有所變化。前幾年在住房市
場遭受重創的地區，尤其是在美國南部和西南諸州，止贖房屋通
常都是按照半價出售。隨著止贖住房增加，它們會拖累同一街區
的平均房價走低。

4、庫存不斷減少
大多數頻繁見到“房屋出售”標志的地區，房價距離回升還

很遠。
總的來說，如果一個街區同時有超過2%的房子在挂牌出售

，那麼此地房屋庫存量就很高。隨著出售的房屋數量下降，賣房

者就有更多的議價權，更有可能達成接近他們要價的交易。
專家提醒可以看看這個月的房屋庫存供應，看看這些庫存

按照當前的銷售狀況需要多少個月才能消化。正常水平是5-6
個月。此外，贊迪說，那些沒有新住房建設項目的地區可能會率
先迎來房市復蘇，因為這些地區可供出售的庫存量較少。

5、售價折扣幅度縮小
專家表示可以看看房屋出售報價和實際售價之間的價差。

如果某一地區這一價差不斷縮小，那麼就表明該地區房產市場
正在好轉。

6、房屋售價不斷下滑
另一方面，房屋售價不斷下降可能意味著住房市場已經觸

底。(文章來源：網絡)

房產投資升值房產投資升值66大因素大因素

在美國絕大多數屋主都會買房產保險，許多房貸款銀行會
要求屋主在過戶前買好房產保險。專家建議，屋主每年應該細讀
房產保險的細節，或許可以有機會省下一筆錢。

因為在房貸付清前，房產實際上屬於房貸銀行所有，因此房
貸銀行為了要保護他們的產業，會要求屋主買房產保險。

住在消防站附近可能偶爾會失眠，但許多屋主不知道這能
降低他們的房產保險費。專家表示，臨近消防站是保險公司計算
房產保險費的因素之一。查看房產保險的細節和采取一些措施
可以減少保險費。

在一份針對1,001名消費者進行的民調顯示，“旅行者保險
公司”（Travelers Co.）發現，在2016年僅56%的受訪者至少每年
一次查看他們的房產保險細節，低于2015年的60%。該公司個
人保險部門副總裁Angi Orbann說：“他們可能錯過了許多節省
保費的機會。”

另一個簡單的省錢方法是透過將多種保險捆綁（bundling）
在一起。也就是說，向同一家保險公司買一個以上保險，例如：房
產保險、汽車保險及租房保險等。insuranceQuotes在線保險公
司調查發現，通過捆綁多個保險，消費者每年平均可以省下314
美元。在一些州，捆綁折扣甚至更高，在路易斯安那州，消費者平

均每年可以節省584美元。
資深保險分析師亞當斯女士說，捆綁其

他類型的保險，如壽險，也能獲得優惠。“給一
家保險公司更多的生意，他們越有可能給你
折扣。”

此外，改善房產品質，包括屋頂、門窗、電
氣或管道系統也可能有資格獲得保費折扣。
許多業主忘了通知保險公司他們將住家翻新
。安裝防盜系統，特別是那種會自動撥打電話
給警察局或消防隊的系統，可享受5％至10％
的保費優惠。

佛州一家房屋安檢公司哈吉女士說，在
佛羅里達和其他沿海州，如果屋主安裝可減
輕強風損壞的裝置，如颶風百葉窗、耐衝擊的
門窗等，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哈吉女士的客戶托尼•比蒂在佛州的
Boca Raton市擁有一棟22年屋齡的四居室房屋。在經過房產防
風檢查後，每年節省了2,400美元的保險費。比蒂女士表示，之前
我們每年付6,000美元的保險費，丈夫要我想辦法省點錢。

不同的保險公司會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保險費折扣，例如，屋
主不吸煙、使用綠色家電產品或建築材料等。(文章來源：網絡)

這樣做這樣做，，美國房屋保險可以省錢美國房屋保險可以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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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習慣
美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歐洲的延

伸，因為美國人的語言、她的人口構成
，以及她的立國精神都源於歐洲。另一
方面，美國又與歐洲不同，因為歐洲移
民在北美大陸上驅趕走印第安人後，
在一片荒蕪曠野之地創造了令人讚歎
不已的燦爛文明。所以，在談論美國習
俗與社交禮義時，既要顧及歐美的相
同性，又要注意兩者的相異性。習俗是
個範圍廣泛、內容複雜的題目，涉及人
在社會生活和交往中的方方面面。筆
者擬定以雜談的形式，就美國人的習
俗作一粗淺概述。
寬容性

美國是個移民之國，它的祖先來自
于全球各地。人們移居美國時，不僅僅
在地理位置上挪動一下，而且還把他
們所在國的評議和風俗習慣帶到了新
的居住地。因為雜，人們各自的差異十
分突出；因為差異十分普遍，人們就不
特別注重統一性。久而久之，美國人的
習俗中形成了較高程度的寬容性（tol-
erance），對異質和不同評議持容忍、可
接受的態度。在這一點上，美國社會裡
可行的習俗要比世界上其他國家來得

寬泛。
從政治上講，這種寬容性表現在對

自由的追求和對自由權利的維護。從
宗教上說，它體現在不同信仰的和諧
共存。從生活範圍上看，它顯現在不同
和族、不同族裔社區的平安相處。一言
以蔽之，在美國，每個人基本上可以任
意選擇不同的觀念、信仰、生活方式和
傳統習慣；人們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
保持自己的習俗和儀。譬如，猶太人可
以慶祝他們的宗教節日，而基督教徒
則能夠他們的聖誕節和復活節。再譬
如，美國華人可以在唐人街用華語生
活和工作；同樣的道理，越南移民能夠
在他們的“小西貢”按越南的方式經營
業務，從事各種活動。美國人的容忍性
，除了上面的美國是個移民國這個因
素以外，還與美國人的頻繁遷徙有關。
眾所周知，美國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部
分是她的西部開發史。那時，美國拓荒
者或徒步跋涉，或騎馬坐車，從東到西
，從南到北，哪裡有機遇，就往那裡移
居。頻繁的遷移和不斷地更換居處使
人們始終處於“流動”狀態，對暫面臨
的種種不同現象更易於寬容和接受。

此外，經常遷移還能夠幫助人們擴大
眼界，知多識廣，對不同的習俗持同情
、理解的，並逐漸形成多樣性勝於單一
性的開放性觀念。

由於美國人的寬容性較強，所以美
國人很少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其他人
身上，它與中國孔夫子“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的古訓十分酷似。譬如說，丈
夫可能是個共和黨人，但他決不能逼
迫他那擁護民主黨的妻子改變政治立
場。同理，母親也許是個天主教徒，但
她決不能強迫她那已皈依成穆斯林教
徒的兒子改變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
習慣和平時事務處理中，這種寬容精
神更是屢見不鮮，司空見慣。
不拘禮節

美國人以不拘禮節著稱於世。在寫
字樓裡，人們常常發現“白領工人”不
穿外套、不系領帶地坐在自己的室裡
工作。有交談時，他們會朝椅背一靠，
把雙足往桌子上擱，悠哉悠哉地在裡

“侃”上個半天。在大學校園裡，美國教
授身穿牛仔褲、足蹬耐克鞋進教育上
課的例子數不勝數。更有甚者，美國教
授講到來勁之處，會一屁股往講臺上

一坐，神采
飛 揚 地 滔
滔 不 絕 一
番，不分年
齡，不分性
別。更常見
的情形，是
美 國 父 子
之間、母女
之 間 的 隨
和、輕鬆關
係。無論是
在裡，還是
在 實 際 生
活中，我們
以 常 看 見
美 國 長 輩
與 幼 輩 互
拍肩膀、無
拘 無 束 的
鏡頭。所有
這 一 切 都
源 於 美 國
人 不 拘 禮
節 （infor-
mality） 的
習性。

從 角 度
上講，美國

人不拘禮節的習性與他們的民主平等
觀念相關。我們知道，美國發展進程中
，投有封建社會這一階段。貴族、賤民、
等級、王室等歐洲大陸盛行的一套東
西，在美國沒有或者有實際意義。人們
對家庭、地位、身份不十分看重：更主
要的是當事人本身的實際成就。這種
產生于美國早期開發階段的觀念很大
程度上已成了美國傳統中的“沉澱物”
。因為大家珍視平等的權利，人們互相
交往中就沒有必要過份講究各種各樣
的繁縟禮節了。上級與下級之間，家長
與子女之間，老闆與工人之間，教授與
學生之間，都是如此。

關於這一點，人們只要注意一下美
國人與人見面時的打招方式即可一清
二楚了。不管是下屬見到上司，還是學
生見到師長，美國人一般只需笑一笑，
說聲“嗨”（Hi）或者“哈羅”（Hello）即可
，而不必加上各種頭街。還有，美國人
在社交場合散席或者業務散會時，較
少與人一個個地道別，而是向大家揮
手說一聲“好啦，我們再見吧這樣做並
不表示人們相互間缺少敬意，而是人
們長年累月的習慣使然。不拘禮節是
為了使人們在交往中更輕鬆、自在一
些，從而更快地縮短人們之間的距離。
這也許是美國人性格開朗的一個原因
。
衛生的習慣

美國人養成了一種喜愛衛生的習慣
。有一句俗話說，在美國的街道上走一
個星期，皮鞋不用擦。你一出門，不用
帶衛生用品和水，到處都可以見到衛
生設施，如廁很方便，用水很方便。你
去到學校，感到口渴，水龍頭的水就可
以喝；你去到飯店用餐，有很好的紙手
巾、紙袋子。用完餐後，顧客會自覺把
吃剩的東西拿走。而且吃飯時大口大
口地吃，儘量不發出響聲，以免影響別
人。房間裡一般都鋪上地毯，有抽風設
備、空調設備，房屋內外裝點得非常好
看，周圍環境整潔美觀。沒有人亂扔垃
圾、亂吐痰。
排隊的習慣

美國人做事都講規章制度。因此，排
隊成了他們的固有的習慣。去商店購
物、進餐、買票、上車等都按順序進行，
絕對沒有人插隊，熟人見面互相點頭
即可，不會乘機幫忙。給你提供服務的
辦事員如果發現有人插隊，立即制止，
不講情面。輪到你的時候，還要等到他
或她叫你的時候，你才可以越過黃線
接受服務。否則會受到批評。

老師講課的習慣
美國老師的地位不算高也不算低，

但是他們有比中國老師們強得多的自
主權和權威。上課計劃、內容、方法、考
試等基本上由任課老師定。因此老師
的思維比較活躍，他們比較注重學生
的實際運用知識的能力。這樣就形成
了他們上課的基本習慣：他們把自己
看作是學生的引路者，和學生建立平
等的關係，共同參與學生的討論，把課
本內容化為案例分析，讓學生提問題，
及時表揚他們，無論他們的問題對與
錯，同意不同意的意見。一般來說，他
們把一堂課分為兩半節：上半節老師
提出問題或該課的內容；下半節，老師
讓學生圍繞問題進行討論，由學生自
由發言，學生們都搶著發言。老師會肯
定每一個學生的表現，然後提出自己
的觀點或結論。有時候，碰到較難的問
題時，老師還會打亂教室的座位安排
而分成若干個小組進行討論。按照這
個模式培養出來的學生比較有創新能
力、視野比較開闊、性格活潑外向、動
手能力較強等。
交談的習慣

美國人之間的交往不多而且簡單。
熟人之間見面打打招呼就行了，晚上
很少打電話拉家常或串門。出了不測
之事才打電話給親朋好友。就是有事
打電話給911就夠了，立即會有人來幫
忙。美國的公用事業服務非常好，好到
人與人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依賴關係。
不熟的人之間打交道，則帶點小禮物
表示打擾了對方聊表心意。不需要重
的禮物，請人來做報告或介紹經驗，輕
車簡從，無須接待，州交通部長來介紹
經驗，看不出是一位高官。
思維的習慣

美國人的家庭幾乎都養有寵物。寵
物主要是狗和貓。因為美國人的家庭
很不穩定，很多都是重組家庭。因此人
與人之間沒有永恆的感情，夫妻之間
的感情也一樣，而且必須互相尊重彼
此的隱私權。這樣寵物就成了最理想
的感情寄託之物，她是人的永恆的朋
友，會聽你的擺佈，會討好你，不會和
你爭吵，使你有一種戰勝欲和稱王的
感覺。

所以有人戲稱每個美國人連寵物都
不如。交通規則中特別有對寵物的規
定，他們也有先行權，碾死它要報告，
碾傷它要送往寵物醫院及時救治。不
然，你要被罰重款。寵物死後要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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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喝茶之道

美國人喝茶的習氣是由歐洲移民帶
去的，雖美國人喝茶沒有歐洲人多，但
喝茶方法卻與歐洲大體相仿。美國喝
茶有清飲與調飲兩種，大多喜愛在茶

內參加檸檬、糖及冰塊等添加劑。不過
，美國畢竟是個年青的國家，所以喝茶
沒有歐洲那麼考究。加之美國人生活
節奏很快，喜愛方便快捷的喝茶方法，

故以冰茶、速溶茶和水罐頭為主。美國
人很喜愛中國茶，中美之間茶的交易
幾乎是伴跟著美國這個國家的誕生而
同步開端。

美國地處北美洲中部，當地喝茶，18
世紀以中國武夷岩茶為主，19 世紀以
中國綠茶為主，20世紀以紅茶為主，80
年代以來，綠茶出售又開端上升。但是
，作為熱飲料的茶，美國人卻演變成冷
飲冰茶。

在美國，無論是茶的沸水沖泡汁，仍
是速溶茶的冷水溶解液，直至罐裝茶
水，他們飲用時，大都習氣於在茶湯中
，投入冰塊，或許飲用前預先置於冰櫃
中冷卻為冰茶。冰茶之所以遭到美國
人的歡送。這是由於冰茶應順了快節
奏的生活方法。大家不肯用花時間熱
泡的方法喝茶。而喝冰茶時，消費者還
可聯繫本人的口味，添加糖、檸檬，或
其他果汁等。如此喝茶，既有茶的醇味
，又有果的幽香，尤其是在盛茶，飲之
滿口生津，暑氣頓消。

冰茶作為運動飲
料，也贏得了美國人
喜愛。它可替代汽水
，既可在運動時解渴
，又有益於運動員康
復精力。人體在嚴重
勞累的膂力活動之
後，喝上一杯冰茶，

會有清涼舒服之感，而且使精神為之
一振。

其喝茶較多種類為袋泡紅茶、冰茶、
添香茶和草藥茶為
主。當然，美國人也
喝雞尾茶酒，特別是
在風景秀麗的夏威
夷，遍及了喝雞尾茶
酒的習氣。雞尾茶酒
的制法並不雜亂，即
在雞尾酒中，依據各
人的需求，參加必定
份額的紅茶汁，就成
了雞尾茶酒。僅僅對
紅茶質量的需求較
高，紅茶具有湯色淡
雅，味道鮮爽，以為
用這種茶汁泡制而
成的雞尾茶酒，味更
醇，香更高，能提神，
可醒腦，因此廣為流
傳。

這些年，跟著綠茶保健功能逐漸提
高，美國又掀起“中國綠茶熱”。美國國
家衛生部和有關集體還專門舉行“茶
與安康”的世界學術會議，舉行中國茶
文化周和中國茶文化研討會，在紐約
還成立了全美世界茶文化基金會，從
事茶文化的宣揚與中美茶業溝通的和
諧與組織工作。許多聞名大學，都舉行
中國茶專題講座，有的還投入鉅資進
行茶葉保健作用的根底理論研究。

不同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歷
史文化、生活習慣、風俗禮儀，
其中，結婚的形式也大有不同。
今天，小兩口婚博網小編就帶
大家來瞭解下美國婚禮的習俗
，感受下他們簡約的婚禮氛圍，
和我們的傳統中式婚禮的繁瑣
複雜比較，中國人結婚實在太
辛苦了。一起來看看吧，或許會
對你的婚禮策劃產生某些啟發
。

在美國舉辦婚禮可以隆重,
也可以簡約,沒有攀比,量力而
行。美國人沒有結婚一定要買
房的概念,男方更沒有結婚前一
定要準備婚房的壓力。男人娶
老婆、女人嫁老公不在乎是否
門當戶對。

美國人送禮講究實用,但都
不會很昂貴。遇到朋友結婚,你
若收到請帖,一般都要去參加婚
禮。出席婚禮的賓客一般不直
接送禮金,如果不知道對方需要

什麼樣的禮物時,賓客可
以到不同的商場購買禮券
,這樣就可以讓新人自己
到商場挑選喜歡的禮物。
禮券的金額可根據自己的
財力決定,若你手頭實在
拮据,送張賀卡也是可以
的。
婚禮策劃,創意婚禮方案,

個性婚禮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一種做

法是:當一對新人籌辦婚禮,通
常會在美國最大的“梅西百貨
公司”代辦禮品,將他們喜歡的
禮品放在商店電腦系統或網站
上,然後通知前來參加結婚儀式
的賓客在網站上挑他們想送的
禮物。新婚夫婦會在婚禮請柬
上注明,他們已在某百貨公司或
廚房用品店選好了喜歡的東西,
並附上禮品單的網頁。朋友在
網頁上看到禮品單後,根據自己
和主人交往的深淺及自己的經
濟能力,來選擇禮品。送禮人只
要購買,姓名馬上輸入計算機,
一個清單打出來,誰送了什麼禮
品,清清楚楚地列在表上。一般
賓客送禮品或禮劵的數額大約
100美元(約人民幣630元)左右
。

由於婚禮費用昂貴,越來越

多的美國婚前男女都會認真地
考慮舉辦婚禮時會發生的意外
風險,譬如因一方婚前突然改變
主意、父母家人干涉或遭遇極
端惡劣天氣等各種原因導致婚
禮取消。為了防止和降低婚禮
因故取消帶來的損失,他們都會
購買婚慶保險。投保的項目包
括攝影、服裝、禮物、戒指等,婚
慶保險金額通常在 155 美元至
550美元之間。如果投保100萬
美元婚慶事故險,費用在185美
元左右。

目前,美國有多家保險公司
提供婚慶保險。與其他類型的
保險一樣,婚慶保險的費用取決
於承保項目和金額。據美國婚
慶網站介紹,因故取消或推遲婚
禮可索賠17.5萬美元,攝影或視
訊故障賠償 1500 美元,結婚禮
服出現問題可索賠1.05萬美元,
責任事故和財產損害賠償則分
別高達100萬美元。這為即將步
入婚姻殿堂的情侶減少了後顧
之憂,確保婚禮辦得盡善盡美。

怎麼樣，一向崇尚自由的美
國人，舉辦婚禮都是很隨意的，
畢竟結婚是找個心愛的人，並
不是找個有錢的人。

美國婚禮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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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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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對美國教育有何影響
在不少國人眼中，與國內教育相比

，美國小學教育“學的少，玩的多，課業
很輕鬆”；美國高等教育選拔過程“人
為因素多”……然而，實際情況是否真
的如此？近日，在 21 世紀教育研究院
主辦的“在美國‘發現’教育——藍帶
小學和哈佛大學故事”主題沙龍上，曾
有過留美經歷的學生、家長及教師從
小學、大學兩種角度入手，解讀不一樣
的美國式教育。
招聘新校長 家長得面試
“在美國，我所在的這個學區對教

育的影響非常大。回國後，我也跟北京
的一些學區教師交流過，比較而言，我
認為，北京的學區對教育影響並不是
很大。”向蓓莉，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
部副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向蓓
莉的女兒趙思楠，目前就讀于北京某
小學六年級，曾就讀于美國桑塔麗塔
小學。

向蓓莉介紹，在美國的公立教育體
系裡，從幼兒園到12年級都是免費義
務教育。每所小學在招生第一年，每班
班額不超過30人。由於這所小學的所
有經費幾乎不是來源於政府財政撥款
，而是由家長和社區捐款。如果學校想
擴大招生規模，則需聘用更多教師、增
加更多教室及資源，這需要家長和社

區的“財政支持”。向蓓莉介紹，每個月
，學校都會召開家長教師協會會議。會
議上，校長要向家委會報告學校做了
什麼、需要什麼，每次也都會有一個班
的老師向大家展示本班的學習內容。

“有一次，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家委會
主席是這麼說的‘咱們這個學校的老
師手提電腦已經用了 5 年了，我們要
考慮給老師們換新的。”不僅如此，即
使招聘新校長第一步也要通過家長的
面試。
“我也曾採訪過校長——你有沒有

感到你在老師和家長的夾縫中？”對於
向蓓莉的這個問題，校長表示，“完全
沒有”。因為在這個學區，學校的理念
跟家長的理念高度一致。這是因為學
區在制定目標的過程中，必須邀請家
長參加，並與家長共同參與制定——
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什麼樣的學
習者？家長需要學校教育管理者、老師
做什麼？家長要做什麼？我們共同的目
標是什麼……家長參與學校治理和管
理的權利非常大，並且，家長與學校之
間可以實現資源、決策的共享。
學生課上課下都“自由”教師可以“不
使用教材”
“課程設置上，美國普鈉荷學校的

課程設置很自主，它可以有數十個社

團，學生們在下課後，可以參與各種各
樣的社團，非常自由。而我們把學生整
齊劃一，特別規矩。”北京師範大學三
帆中學朝陽學校書記、執行校長李建
文表示。
“在學區的教育哲學裡，有一個很

重要的關鍵詞——賦權。”向蓓莉介紹
，在桑塔麗塔小學的英語課上，老師和
學生被賦予“不使用教材”的權利。在
老師看來，教材中的一些故事“支離破
碎”，並不利於孩子理解及連貫閱讀。
取而代之的，是讓孩子們閱讀獲獎小
說。“老師在網上開設一個論壇，問學
生有關小說中的問題，並規定閱讀頁
數及回答時間。第一本書是每個學生
都要讀的，第二是能力分層，不同能力
的學生選擇難易程度不同的小說。”向
蓓莉表示，這樣的學習方法不僅為母
語非英語的孩子提高閱讀能力，也使
英語課與其他相關學科有機結合。同
時，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有大量時間進
行小組閱讀合作學習，並要與六年級
學生共同討論，提高了孩子們的表達
能力及合作意識。小說閱讀完成後，學
生以小組為單位編寫劇本，並學期期
末表演。而課後的作業，竟是按照小說
中的內容做一劑“神奇的藥”。

不僅是英語課。在數學課上，孩子

們 經 常 用
iPad 在 課
堂 上 做 數
學設計，並
就 某 一 個
數 學 的 知
識 設 計 一
道 與 生 活
相 聯 繫 的
數 學 題。

“在趙思楠
進 入 學 校
不久後，有
一 個 家 長
志 願 者 陪
她學數學，
並 用 一 個
軟件把她們的學習內容上傳跟同學們
互相分享。”向蓓莉回憶，在趙思楠六
年級學習比例時，老師曾要求將菜單
由4人份改為12人份，並把它真正做
出來，以聚會的形式品嘗這些食物。

此外，學校定期舉辦書展，學生身
穿睡衣、手拿枕頭和毯子體驗“在家”
聽作家講故事。作業是寫詩或作文，

“從小到大，我寫的作文都是關於德育
，或以德育為主的文學作品。而她們要
麼是寫押韻詩，要麼是寫魔幻的小說，

萬聖節時，一個一年級的孩子甚至寫
的都是鬼怪。”向蓓莉表示，她並不認
同美國小學生“學的少，玩的多，課業
很輕鬆”。美國小學生的教材有好幾百
頁，甚至已經講到控制變量、自變量，
並要求學生完成一個可控的試驗。“趙
思楠還學習過生命科學，有一次她們
老師買了十幾隻羊的心臟讓同學們解
剖。”向蓓莉說。

每年高考時節，我們都免不了回
望下我國的高中教育制度，也會自
然而然地與“別國”作比。有統計顯
示，到2013年，赴美讀高中的中國
學生已達到2萬人。美國高中與中
國高中差距何在？用美國林肯高中
雙語系主任方帆的話說，也許最大
的區別在於：美國人相信“不落後
於終點”，而中國人更願相信“不落
後於起點”。

斯坦福大學的馬立平博士曾經
做過一個對比研究，發現 23 名隨
機調查的美國小學教師，只有9個
人正確做出1又1/4除以1/2的答
案；而72名中國小學教師，全部都
做對。另外，對於“除以二分之一”
的數學概念，沒有任何一個參與研
究的美國小學教師知道是什麼意
思；但是所有的中國小學教師都正
確答對。教師如此，學生的水平可
想而知。

於是，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

：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那麼糟糕，為
什麼美國的大學那麼牛？為什麼美
國無論是科技還是人文的創新，都
遠遠把中國甩到後面？

答案其實只有一句話：美國人相
信“不落後于終點”，中國人相信

“不落後於起點”。
美國與中國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

第一，學制上有差距：大部分美
國高中階段是 9-12 年級，有四年
的時間學習。中國的高中階段其實
只有兩年，因為第三年要準備高考
。

第二，課程上有差距：美國高中
是學分制的，因此可以開出比中國
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課和選修課。
普通一個美國高中，都能開出上百
門的課，跟一所小型大學差不多。

第三，教師的水平有差距：美國
的高中，因為要開大學的課程，對
教師的要求就要很高。美國的高中

教師很多都有碩士學位，博士學位
的也不少。美國的教師執照課程跟
中國不一樣。中國讀師範畢業，四
年本科，能考到教師證書就能當老
師。但是，美國人要當教師，無論擁
有何種學位，一律要讀兩年的教師
執照課程。要考進去讀，讀完還得
考出來。

第四，科目的程度有差距：美國
的高中可以開相當於大學一年級
或者二年級公共課程度的科目，中
國的高中基本是不會開大學程度
的課的。

第五，美國有重點高中，甚至有
“全國重點高中”：按照成績高低，
甚至根據入學成績高低來錄取學
生；在每一所高中裡面，美國是按
照學生的程度來分班，有專門給能
力最高的學生讀的“榮譽”班(hon-
ors class)，天才學生讀的“大學預修
班”(AP class)，有全球承認的“國際
班”(IB class)，等等。

第六，美國的大學、科研機構、醫
院、政府機構、商業機構，都有專門
的部門，負責協調高中生的課外社
會實踐和科研活動。因此，美國的
高中生可以到大學上課，拿大學的
學分；可以到科研機構，跟科學家
一起做研究；可以到各級政府機構
去當官員的助理，議員的秘書，民
選官員的競選團隊義工；在教育董
事會——州或者縣市的教育局的
決策機構裡面，也有學生委員，可
以參與公立教育的最高決策。

最後，因為美國的高中可以開出
很多高程度的課程，而且很多是得
到資金雄厚的科研機構、政府機構
或者商業機構支持的，因此美國高
中的配置跟設備，很可能是連中國
的大學都望塵莫及的。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就已經可以
知道，中國跟美國在教育上的差距
，始于高中，到了大學，更加大踏步
拉開距離。

中美教育差距始於高中

美國各州有哪些有意思美國各州有哪些有意思
的習俗的習俗??

美國作為一個heterogeneous的移民國家，相對
來說各個族裔的融合度比較高，“普世價值”稱霸
主流文化；相對其他 homogeneous 的民族國家，

“習俗”這種概念並不常見。題主所指可能是生活
習慣上的差異，aka.?獨特的地方?。根據地區差異
(Regional variations)，美國分為如下幾個地區：新
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中大西洋地區(the
Mid-Atlantic states)，南 部 地 區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中西部地區(the Midwestern Unit-
ed States)，西海岸地區(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其中西海岸地區還可以分為太平洋沿岸各州
(Pacific States)和山地各州(the Mountain States)。國
內的文化差異主要是區域差異，但區域內部的文
化和生活習慣大致相同（就好像中國分為東北、
華北、西北、華南、東南、西南等區域）。

1、“聖經帶”(Bible Belt)：指的是美國東南及中
南部各州，包括德克薩斯、俄克拉荷馬、路易斯安
那、阿肯色、田納西、密西西比、肯塔基、亞拉巴馬
、佐治亞、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等黑人比例較
高的州。由於該地區有大量的福音派新教徒，民
風非常保守，對宗教十分狂熱，日常行事都要以
聖經作為基本準則，去教堂做禮拜的人數比例
(church attendance)要遠遠高於美國其它地區。在
美劇TBBT(生活大爆炸)中，Sheldon就因為來自
保守的南方Texas而常被大家取笑他家鄉和他媽
媽的生活習慣。

2、每年3月17日的愛爾蘭節日聖帕特裡克節
(St.Patrick's Day)，芝加哥市內的芝加哥河都會被
染成綠色，紐約的第五大道也會舉行大遊行，全
國各地的人們也都會穿上至少一件綠色的衣服、
褲子、鞋子、包甚至帽子。聖帕特裡克節是為了紀
念愛爾蘭守護神聖帕特裡克的基督教官方宗教
節日，現在也是愛爾蘭的國慶節。由於綠色是愛
爾蘭的國旗顏色，因此每逢每年的這一天，愛爾
蘭人和全世界的愛爾蘭後裔都會以穿戴綠色來
慶祝此節日。聖帕特裡克節主要在美國北方各州
較為盛行，因為南方各州非裔人口比例高，愛爾
蘭後裔相對較少。

3、當美國人提到“軟性飲料”(Soft drinks, 不含
酒精的飲料)時，不同地區的人們使用的詞匯是
不一樣的。如下圖所示，被鮮綠色所覆蓋的新英
格蘭地區和西海岸地區（以及少部分中部地區）
的人們使用"Soda"(蘇打碳酸水)來指代軟飲，被
黑色所覆蓋的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人們則使用
"Pop"(汽水)，而被翠綠色南方地區的人們則使用
"Coke"(可樂)。 4、以矽谷灣區(Silicon Valley,

Bay Area)為代表的美國
西海岸地區文化集中於
technology 與 start-up (
科技與創業)，而以紐約
為代表的美國東海岸地
區 文 化 集 中 於 fashion,
arts/entertainment, me-
dia (時尚, 藝術/娛樂,媒
體)。西海岸人民熱衷於
談論運動、健康、戶外運
動等體能特技(physical
feats)話題，而東海岸人
民則更偏向於室內運動
和愛美。
此 外，還 有 一 個“8/6
Phenomenon”(8/6 現象)
，就是說在矽谷灣區能
被評為8分的女人，到了
紐約就至多只能是 6 分
了(因為灣區男人占多數
，而紐約是女多於男)。

5、說到民風自由、種
族多樣性非常高的加州
，就不得不提到加州令
人蛋疼的交通。除了北加的灣區尚有公共交通
Bart系統 (類似於地鐵，聯結了舊金山、聖約瑟、
奧克蘭、伯克利、薩克朗門托等灣區主要城市)，
加州其他地區基本可以說是沒有公共交通。美國
許多地區的公路最左道被規定為carpool，是給坐
了兩個人以上的汽車的專用通道。南加城市洛杉
磯市內的405號公路有“北美最大停車場”之稱，
加州汽車的普及率和保有量可見一斑。

6、在美國，進門是否脫鞋也因地區文化不同而
異。在大部分南方各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進門無
需脫鞋。而在大部分北方各州，進門必須脫鞋。一
般來說，在1)鞋子是濕的或是髒的、2)室內的地毯
或地板較為貴重，這兩者中符合任何一者進門必
須要脫鞋。

7、和大多數生活在美國大陸的人們相比，來自
夏威夷島的人們一般身上會有更多紋身(tattoo)。
這一現象主要有三個原因：

1）宗教保守主義在夏威夷島嶼的影響非常之
小，民風相對自由開放。

2）由於夏威夷島的高度移民率，波利尼西亞文
化(Polynesian)、東亞文化和西方傳統三者的融合
，為夏威夷地區的紋身文化提供了更豐富多樣的

圖案選擇和發展方向。
3）軍隊的存在也同時促進了夏威夷地區紋身

文化的繁榮。
總的來說，越是民風開放、少數族裔人口比例高
的地區（諸如西海岸的加州、俄勒岡州及南方的
佛羅裡達州、德克薩斯州和內華達州等），紋身文
化越是流行。

8、中國人講普通話會有用詞上的差別（比如
“窩心”這個詞，在南方人口中是褒義詞，表示溫
暖安心；而在北方人眼裡這是個貶義詞，表示難
受煩心），美國人講英語也會有差別。

下面是一個典型例子之一，是關於在湖中和溪
流裡捕到的小龍蝦的叫法：

由於這一點上用詞的差別，在法國後裔主要聚
居的南路易斯安那州（尤以新奧爾良為甚）地區
非常盛行的著名菜肴 Crawfish Étouffée (一種以
燜燉貝類和殼類動物為主菜、同時輔以米飯和其
他醬料的菜肴，最負盛名的這一款叫做"路易斯
安那燜燉小龍蝦")，若是將此名字說給土生土長
於北方五大湖區域的美國人聽，他可能會以為你
在說一種不好的假9、在美國，一般的出行方式是
坐飛機、大巴或自己開車(roadtrip)，極少人會選擇

坐火車。現今的美國鐵路已經極少用於客運，相
當多的地區甚至都沒有鐵路或火車站，即便是在
有鐵路運營的地區，坐火車的花費也往往高於坐
大巴和飛機。相對來說，東海岸的軌道交通要發
達些，當然了跟中國那是沒法比，但跟公共交通
幾乎為0的中部和西海岸比要好太多。在汽車高
度普及的加州，有一個有趣的說法：為了鼓勵居
民坐火車，政府允許居民自己去購買一節火車車
廂，然後放自己家院子裡，隨意塗鴉成自己喜歡
的圖案。若是想坐自己家的火車，就聯繫政府，然
後相關部門會拉來火車頭將你家的車廂拉到鐵
軌上，然後就可以坐只有一節的自家火車粗門玩
去啦?

10、雖然慣例上大家都默認美國的官方語言是
英語，但事實上聯邦法律(Federal level)並沒有明
確規定美國的官方語言；僅是有28個州在州法律
級別立法規定了英語是de facto official language (
事實上的官方語言)。此外，在新墨西哥州和美屬
波多黎各地區，西班牙語同樣擁有官方語言的地
位（因為新墨西哥毗鄰美墨邊境，有大量的墨西
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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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有錢指數排名哈佛美國大學有錢指數排名哈佛
以以364364億美元高居榜首億美元高居榜首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私立大學運行下去經濟支撐主要來自

捐贈金額，得到捐贈越多的大學往往也是最負
盛名的，它有足夠的財力去給優秀學生提供助
學金、研究基金等，讓他們更好的搞科研，或者
成為有影響力的傑出人才。上周，快報推送的

《錄取降四成 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名校遇冷》（點
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一文中指出，中國學生
從美國名校畢業後給母校回饋的比較少，捐贈
的不多，這或許也是美國大學不願意招中國學
生的原因之一。

美國國家教育統 計中心（NCES），一個收
集和分析教育數據的美國政府機構，給商業內
幕（Business Insider）提供了美國大學捐贈基金
（按2014年10月結束的財年統計）的最新數字。
從捐贈金額得出，哈佛大學是全美最富有的大
學，捐贈金額超過 360億美元，比排名第二的耶
魯大學多130億。

下面是排名前30的大學。
30.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地理位置: Seattle, Washington
捐贈基金：$29.2億
學費: $26,698 (州內); $47,817 (州外)
成立於1861年，華盛頓大學由3個校區組

成：Seattle, Tacoma, Bothell.西雅圖是主校區，得
到的捐贈金額也最大。

29.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 Twin Cities
地理位置: Minneapolis, Minnesota
捐贈基金：$29.9億

學費：$25,674 (州內); $32,924 (
州外)

28.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
地 理 位 置: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捐贈基金：$30億
學費：$62,694
27.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

son
地理位置: Madison, Wisconsin
捐贈基金：$31.3億
總費用: $24,394 (州內); $40,644
(州外)
26.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地理位置: Austin, Texas
捐贈基金：$33.8億
總費用: $26,346 (州內); $51,352
(州外)
25.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Baltimore, Maryland
捐贈基金：$33.9億
總費用: $63,529
24.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New York, New York
捐贈基金：$34.4億
總費用: $66,022
23.匹茨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地理位置: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捐贈基金：$34.7億
總費用: $32,964 (州內); $43,360 (州外)
22.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Columbus, Ohio
捐贈基金：$36億
總費用: $25,785 (州內); $42,285 (州外)
21.範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Nashville, Tennessee
捐贈基金：$40.5億
總費用: $62,320
範德堡大學被 Princeton Review 評為最快

樂的大學。
20. 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
地理位置: Hanover, New Hampshire
捐贈基金：$44.7億
總費用: $65,133
19. 南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地理位置: Los Angeles, California

捐贈基金：$45.9億
總費用: $64,694
18.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Ithaca, New York
捐贈基金：$46.5億
總費用: $63,606
17. 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Houston, Texas
捐贈基金：$55.5億
總費用: $56,316
16.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
地理位置: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捐贈基金：$58.8億
總費用: $27,010 (州內); $56,196 (州外)
15.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
地理位置: Chicago, Illinois
捐贈基金：$65.4億
總費用:$67,572
14.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地理位置: St. Louis, Missouri
捐贈基金：$67.2億
總費用: $66,376
13.埃默裡大學Emory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Atlanta, Georgia
捐贈基金：$69.8億
總費用: $61,344
12.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Durham, North Carolina
捐贈基金：$70.4億
總費用: $63,999
11.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Evanston, Illinois
捐贈基金：$75億
總費用: $65,519
10.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地理位置: Notre Dame, Indiana
捐贈基金：$81.9億
總費用: $62,461
9.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New York, New York
捐贈基金：$92.2億
總費用: $66,604
哥大校友和教職工中產生了 82 位諾獎得

主，哥大還出了2位美國總統。2016年的錄取率
為6%，也是美國最難進的藤校之一。

8. 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地理位置: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捐贈基金：$95.8億
總費用: $64,200

本科提供100多個專業，當然，最好
的還是沃頓商學院。2016年錄取率為9%
。

7. 密西根大學安娜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
地理位置: Ann Arbor, Michigan

捐贈基金：$96億
總費用: $26,984 (州內); $55,404 (州外)
密西根大學在研究上投入很大，去年一年

就投入了 13 億美元。投入的回報也是巨大的，
在過去116年裡，該校有422項發明。

6.德州農工大學
Texas A&M University at College Station
地理位置: College Station, Texas
捐贈基金：$105.2億
總費用: $22,975 (州內); $39,837 (州外)
成立於1876年，德州農工大學是德州第一

所公立是美國最大的高校之一。
5.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地理位置: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捐贈基金：$124.3億
總費用: $61,030
MIT 畢業生很多進入像 Google, Oracle,

McKinsey & Company, and Morgan Stanley 這樣
的知名公司。

4.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Princeton, New Jersey
捐贈基金：$205.8億
總費用: $58,965
這所美國第四富有的大學，也是建校歷史

第四悠久的大學（成立於1746年）。普林斯頓大
學學生近60%可以得到助學金。

3. 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Stanford, California
捐贈基金：$214.7億
總費用: $62,801
斯坦福是最難進的美國大學，今年錄取率

低至4.69%。計算機科學是它的王牌專業，甚至
在女生當中也成為最受歡迎的專業，矽谷的成
立都有它的功勞。

2.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New Haven, Connecticut
捐贈基金：$238.6億
總費用: $63,970
耶魯出了 5 位美國總統：William Howard

Taft, Gerald Ford, Bill Clinton, George H.W.
Bush, and George W. Bush.

1.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
地理位置: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捐贈基金：$364.3億
總費用: $62,250
哈佛大學是全美最富有的大學，該校培養

了47個諾獎得主，32個美國州領導，48個普利
策獎得主。65%的哈佛學生得到獎學金補助，這
筆錢當然也出自哈佛得到的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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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總結珍惜女朋友的好男人
5大特征

如果要找男朋友，果然

还是找那种能够一直好好爱

着自己的人比较好呢。尤其

对那些正在相亲的女性朋友

来说，对方的人品如何极为

重要。然而，第一眼就看穿

对方本性大概是很难的。那

么，到底通过哪些方面来挑

选男朋友比较好呢？对此，

较之身为异性的我们，想必

还是男同胞们更有发言权

吧。因为女同胞们总想着：

“跟她结婚的话，她老公绝

对会超幸福才对啊。”

因此，日本 livedoor 新

闻网10月 17日以“珍惜女

朋友的好男人特征”为题，

采访了40名20-30岁男性，

并为我们总结出了 5 大特

征，一起来看看吧!

一、拒绝果断

“会果断拒绝的人值得

信赖。在我看来，那些意志

薄弱、容易冲动的或很会迎

合别人的男人容易出轨。”

(30岁，广告)

那些怯懦或善于迎合别

人的人，为了不破坏眼前的

气氛，可能会拒绝不了对方

的请求。但即便是些难以启

齿的事，如果在紧要关头都

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那这

种人就很不可靠不是吗？能

否果断说“不”是很重要的

因素。

二、工作热情

“工作热情的男人由于

很忙便无暇出轨，而且他们

也会对尽全力支持他们工作

的女朋友或妻子心怀感激。”

(32岁，进口车销售)

优秀的热爱工作的人似

乎倾向于尽早结婚。或许是

因为他们希望早日拥有家

庭、让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

创造出一个能够让他们安心

致力于工作的环境。如果身

边有成绩优秀的男性表示希

望在25岁前结婚的话，那

他们可就是你的目标猎物。

三、不喜新厌旧

“长期干着同一件事的

人，对女人也会一心一意的

吧。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

例子，比方说一个性格上不

喜新厌旧的朋友，实际上已

经和他女朋友交往 10 年

了。”(29岁，公务员)

能够长期坚持干一件

事的人比较有安定感，值

得信赖吧。反之，那种对

什么事情都三分钟热度的

类型，在恋爱方面也容易

喜新厌旧吧。但这种人也

会因好奇心旺盛、经验丰

富、话题多，而显得有魅

力吧。那么，你是想要刺

激还是安定呢？

四、洁癖症

“有洁癖的男人不会乱

搞男女关系，而且小心谨

慎，一旦交往就会比较长

久。”(24岁，食品生产商)

说起洁癖，大家容易想

得比较消极。但有洁癖的男

人往往行为检点，值得信

任。而且他们思想简单、脑

子就一根筋。

五、不运动

“说不上为什么，但我

总觉得喜欢运动的男生容易

见异思迁。可能是因为受欢

迎？反倒是那些不怎么运动

的人比较优秀稳重。”(26

岁，体育用品开发)

感觉是很随意的总结

呢。但不管怎么说，体育选

手确实比较受欢迎。大概诱

惑越多，也就越难专一吧。

如果把目光放在那些看上去

不运动的男生身上，也许能

邂逅懂得珍惜你的真爱哦。

结语

小编也发现很多被男同

胞夸帅的男生是真的帅。因

为在同性面前我们很容易暴

露本性，即便如此还能被同

性推荐，说明这个人懂得珍

惜别人。

小编的男上司曾说过：

“我去看她交的都是一些

什么样的朋友，结果发现

她的朋友们人都很好，于

是就决定和她结婚了。”

或许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想看清楚对方人品如何，

不妨先看看他的同性朋友

们人怎么样吧!

1、总是对你的朋友、闺蜜

以30分钟一次的几率提及他。

这又毫无疑问且毫无新意

的再次暴露了你的真实内心。如

果不是向闺蜜报怨、吐槽、表达

对他的不满以及揭发他的不良习

性，那么亲爱的，不要犹豫，听

从内心的声音，继续让这段爱情

走下去吧。

年轻人冲动，容易理解，

分手之后想复合也是一件正常

合理的事，很多人分手之后就

想复合了，不久前刚被甩或者

甩掉TA的朋友，想复合就行动

吧!

2、想与异性、并且是与他

相似的异性来消磨时间。

不要轻易否认哦，失恋过

后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举动。突

然从两个人相濡以沫的共生状

态变成单身一个人来消磨整日

时间，多少会有些心理上的不

习惯。除了闺蜜以外，更希望

有个男生来陪伴自己，并且最

好身上也能具有和他一样的秉

性或特点，或温柔细致体贴，

或幽默风趣可爱，只有与这样

的男生在一起，才能找回似曾

相识的熟悉安全感。

如果此时你站在旁观者的角

度上审视自己，会不会脱口而

出：这完全就是摆脱不掉他的影

子嘛!所以咯，既然你对自己有这

么清晰的认识，那么下一步不用

我说，你应该也会知道该怎么办

了吧!

3、想重新联系他，只是想

做朋友，但又出于自尊有些摇摆

不定，不知如何是好。

这是太明显不过的分手反弹

标志了，在浅层意识中，出于自

我保护机制的作用，你将自己

“想念他”转化成“只是想做朋

友”的普通想法，但实际上在潜

意识中，你有大半可能希望与他

再续前缘，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消

息动向，这是你渴望重新接近他

的真实体现。其实这完全都是人

之常情，并不丢人，所以没必要

对此感到难为情啦!如果你们之

间还有希望，况且机会也可以人

为创造，此时不出手有可能真的

错失良机，不妨主动大方联络他

，给自己和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

会!

4、逐渐对自己当初的分手

决定产生怀疑……

这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分

手反弹标签!可以想象分手过后

最开始的时间，你可能感到恣

意痛快，从此要一个人主宰自

己的幸福生活啦!对未来充满各

种各样美好的憧憬。但没过多

久，你对一个人的生活渐渐感

到腻烦，开始逐渐在记忆中重

温与他共度的温馨时光，虽然

有苦有乐有笑有泪，但你们彼

此理解坦荡，内心和生活一样

充实丰满……

你有意无意开始慢慢怀疑自

己当初的分手决定。既然这样，

不如重新再以二人共生状态来继

续如何啊?经过这次考验，相信你

们对彼此有了更多了解认识，也

更珍惜离别后的再次聚首，苦难

总是带给人智慧启迪。你们最终

能重修旧好，也是给彼此的一个

认真交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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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朋友特別難搞？
不會這5招沒分手就不錯了

很多情侣跟百合姐抱怨，男女交往

时不懂得表达爱，或者感受不到对方的

爱。这样的结局往往就会致使感情由浓

转淡。出于天性，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

己表达爱的个性方式，但是往往忽略了

另一半的切身感受。那么哪些方式最保

险？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最合适？就是

我们在交往时需要认真感悟的。

方式一：肯定的言词

每个人心底最深处的需要，就是感

觉被人欣赏。对那些安全感低、有自卑

情绪模式的人，缺少安全感时，就会缺

少勇气。而这时，如果另一半能给一些

鼓励的话语，往往会激发出对方极大的

潜力。关键词：鼓励、肯定、仁慈、谦

和。

方式二：精心的时刻

什么是精心的时刻？答案是：给予

对方全部的注意力。你是否留意过，一

起用餐的男女，婚前约会和已婚夫妇的

表现非常不同：前者彼此注目，后者则

东张西望。所以，称得上精心的时刻必

须是全神贯注的交谈，或是一顿只有你

们两人的烛光晚餐，也可以是手拉手的

散步。活动其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花

时间“锁住”对方的情感。

方式三：赠送礼物

礼物是最能体现爱的视觉象征，是

恋爱交往期间不可或缺的。它可以是买

来的也可以是自己手工做的。礼物是一

件提醒对方“我还爱着你”的东西，事

实上，这是最容易学习的爱的语言之一。

方式四：服务的行动

这种行动是指做另一半想要你做

的事，你替ta服务因是为了让ta高兴，

从而表示对 ta的爱。所以说，真正爱

着的人往往说得很少做的很多，尤其

是为另一半服务是完全出于自愿，甚

至是费尽心思的经营，更能牢牢锁住

二人感情。

方式五：身体的接触

肢体接触是我们感情沟通的一种微

妙方式，也是爱的表达的有力工具。性

生活只是这种爱语的方式之一，牵手、

亲吻、拥抱、抚摸都是身体的接触。对

有些人来说，身体的接触是他们最主要

的爱的语言。缺少了它，他们就感觉不

到爱。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伤害过你

的另一半，比如轻微的暴力，一定要请

求对方的宽恕。另外，要和另一半讨

论，喜欢的身体接触是哪一种。

所有的这些都能传达出爱，也许

其中之一是你主要的方式，能够超越

情绪的层面，更能深入地表达爱。然

而，发掘另一半喜欢的爱的方式，并

刻意地加以表达，能够改变交往中情

爱的氛围，才能让另一半感受到自己

是被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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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4歲男孩天生沒右手
聖誕獲贈“鋼鐵俠”義肢

据外媒报道，美国漫画中的

英雄人物“钢铁侠”(Iron Man)全

身都覆盖着高科技的盔甲，威风

凛凛，是不少大人小孩心中的偶

像。英国南约克郡唐卡斯特一名

男孩天生没有右手，但今年的圣

诞节，他收到了一只“钢铁侠”

可动手臂作为义肢，这或许是他

收到最好的一件礼物。

据报道，4 岁小男孩伯伦

奈•克罗伊登自出生以来就没有

右手，生活极不方便。但生性好

动的他一直都很想一尝踏单车的

滋味，更曾许下圣诞愿望，希望

可以得到一辆单车作为圣诞礼物。

伯伦奈•克罗伊登的亲友在社

交网站上发文，呼吁有心人为他制

造一只义肢，以助他一圆单车之梦。

一个位于达勒姆的学校知道

伯伦奈•克罗伊登的状况后，立

即为他以立体打印技术制造了一

只 “钢铁侠”手臂义肢，义肢以

红色为主色，各个部件共花费了

20小时打印，伯伦奈•克罗伊登

装上后可以自由地活动手指。

伯伦奈•克罗伊登的母亲指

出，儿子收到义肢时起初感到难

以置信，但其后就对义肢爱不释

手。而他的父亲也大赞义肢有

型，笑称自己都想拥有一只。

羨慕他人完美照片？
研究：過多浏覽社交媒體使人沮喪
据外媒报道，研究显示，在

圣诞假期如果过多浏览社交媒

体，看到别人上传“完美的家庭

合影及假期照片”，很容易让人

感到不开心和沮丧。

据报道，这项来自哥本哈根

大学的研究显示，过多使用社交

媒体还会让人产生羡慕别人的感

觉，例如看到别人在假期滑雪等

洋洋得意的照片。

该研究建议人们最好可适时

休息一下，在一个星期内暂时不

用社交媒体。

有关研究指出，因为人们在

浏览社交媒体时会无意中与别人

相比较，因而往往使自己“情绪

低落”，羡慕别人的照片等不良

影响。

该研究特别指出那些只是在

社交媒体上浏览而不真正与人交

往的坏处。有关研究共调查了

1000余人，其中多数为女性。

研究称，“经常使用社交网

络，给人们的精神健康和对生活

的满意度会带来负面影响。但如

果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与人沟通、

交谈，则对人起有积极作用。”

勇往直前：瑞典男子坐輪椅征服南極

系全球首位
瑞典男子安德森

7岁时因患癌，导致

要长期坐轮椅。但这

个缺陷却未打击安德

森，他于本月21日完

成全程21天、640公

里的挑战，成为全球

第一位坐轮椅到达南

极人士。

据悉，此次安德

森只身挑战南极之

旅，旨在为瑞典癌症

组织筹款。他坦言，

当时平均温度为零下

30摄氏度，所以“要

在 雪 上 滑 行 很 困

难 ” ，现时想“吃

一些真正食物”。最

后，安德森成功筹得

53万美元。

聖誕泡湯：德國發現二戰巨型炸彈

5.4萬民衆疏散

德国南部城市奥格斯堡

(Augsburg)约 5.4 万名居民无

法安坐家中过圣诞，因为该

市日前发现一个巨型的二战

时期炸弹，需要引爆，居民

要在圣诞日撤离家园，这将

是二次大战以来德国最大规

模的疏散行动。

地盘工人上周施工期

间，发现这个1.8吨重的二战

炸弹，拆弹专家准备当地时

间25日引爆炸弹。在其他的

德国居民喜气洋洋与朋友和

家人庆祝圣诞之际，5.4万名奥

格斯堡居民要从家中撤离。

疏散的准备工作早在平

安夜已经展开，因为这样庞

大的行动需要充分时间进

行。上周，数以百计义工抵

达奥格斯堡，为周末疏散行

动做好准备。

警方将出动800人，确保

3万户人家听从指示，离开住

所。居民须于25日早上10时

前撤出，当局将开放学校作

为临时收容所。奥格斯堡中

古世纪教堂及市政厅区域须

封闭。未知处理这枚炸弹需

时多久。

1944 年 2 月 25 日至 26

日，数以百计的英国和美国轰

炸机对奥格斯堡发动攻击，

该市大部分地方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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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 Filets in Hot Chili Oil

水
煮
鱼

水煮鱼冶起源于渝北地区遥发明这道菜的师傅是川菜世家出身遥
他在 1983年重庆地区举办的一次厨艺大赛上袁 他用类似于现
在水煮鱼做法的烹制方法制作了与当时传统做法截然不同的

野水煮肉片冶袁他也因此而获得了大奖遥
自从获奖后袁亲朋挚友纷纷前来祝贺袁每次款待来客他必要亲
自下厨烹制野水煮肉片冶遥而他的获奖菜式灵感来源于一位从小
一起长大的朋友袁这个朋友生活在嘉陵江边袁每次朋友前来探
望袁总要带上几条刚刚打上来的嘉陵江草鱼遥每每相聚袁小酌几
杯是肯定的袁眼看时近中午袁师傅反而为午饭发了愁袁不是为了
别的袁只是因为这位好友从小忌吃大肉袁偏偏家中又没有准备
其他的肉袁正在发愁之际袁木盆里跳蹦的鱼提醒了师傅袁何不水
煮野鱼肉冶遥 就这样袁第一盆水煮鱼诞生了袁更没想到的是袁鱼肉
的鲜美尧麻辣的厚重袁使得朋友赞不绝口袁师傅本人也为之一
惊遥 从此以后袁师傅开始潜心研究野水煮鱼肉冶袁从鱼肉的的特
性袁 麻辣的搭配到色型的创新等诸多方面力争做到精益求精袁
历经一年多的努力袁1985年水煮鱼基本定型遥

主料：草鱼一条、黄豆芽（约 500克）

辅料：干辣椒、花椒、姜、蒜、葱、油、食盐、味
精、干淀粉、料酒、豆瓣(或剁椒)、生蛋清、胡椒

粉。

步骤：
1.将鱼杀好洗净，剁下头尾，片成鱼片，并把剩

下的鱼排剁成几块。将鱼片用少许盐、料酒、生

粉和一个蛋白抓匀，腌 15分钟（头尾及鱼排另

装盘，用同样的方法腌制)；

2.烧开一小锅水，将豆芽洗净后，放入开水中烫

一下，捞入大盆中，按个人口味撒一点盐，备用；

3.在干净的炒锅中加平常炒菜三倍的油，油热

后，放入三大匙豆瓣(或剁椒)爆香，加姜、蒜、

葱、花椒粒、辣椒粉及干红辣椒中小火煸炒。出

味后加入头尾及鱼排，转大火，翻匀，加料酒和

酱油、胡椒粉、白糖适量，继续翻炒片刻后，加一

些热水，同时放盐和味精调味。待水开，保持大

火，一片片将鱼片放入，用筷子拨散，3~5分钟

即可关火。把煮好的鱼及全部汤汁倒入刚才盛

豆芽的大盆中；

4.另取一干净锅，倒入半斤油(具体油量要看准

备的容器大小，以倒入大盆中时，把鱼和豆芽全

部淹没为准，可以目测一下)。待油热后，关火先

晾一下。然后加入多多花椒及干辣椒，用小火慢

慢炒出花椒和辣椒的香味。注意火不可太大，以

免炒糊；

5.辣椒颜色快变时，立即关火，把锅中的油及花

椒辣椒一起倒入盛鱼的大盆中。

取材关键
水煮鱼是麻辣诱惑的看家菜，肉鲜味美，倍受青

睐。而水煮鱼味道的好坏关键正是取决于麻椒、

辣椒等原料的质量。

干红辣椒
麻辣诱惑水煮鱼用的是一种俗称为“子弹头”的

干红辣椒。它产于山城重庆，是立秋前后采集的

鲜品干制而成的，此时的辣椒身长、肉厚、色鲜、

籽少，辣味正并带甜，质量佳，煮在高温的红油

之中不会变黑发焦。

麻椒
而与之搭配的麻椒则更为讲究，只有贵州出产

的麻椒才能熬出那种特殊的麻味。此种麻椒的

果皮具有特殊的香气和强烈持久的麻味。

烹饪关键
1、煮鱼的水量不宜多，以鱼片放入后，刚刚被水

淹过即可。煮好倒入盆中后，有部分鱼片会露在

外边。

2、煮鱼之前把部分花椒和辣椒先炒过，在煮的

时候，就可以充分浸出辣椒中的红色素，使油色

红亮。

3、鱼肉的味道是靠前面腌出来的，所以不能象

一般做法考虑后面可以再次调味的，要腌透。可

以稍微放点鸡精。

4、千万不能将花椒什么的煸糊，因为是靠油来

炸的所以千万不要用大火，要不然全都是焦乎

乎的影响胃口，也不利健康。

5、具体炒花椒和辣椒的油量要看准备的容器大

小，以倒入大盆中时，把鱼和豆芽全部淹没为

准，可以目测一下。

6、鱼肉吃完的，可以把汤汁重新倒回锅内，下豆

腐或粉带或魔芋等等，就是水煮鱼火锅了。或者

干脆一开始就把煮好的鱼放入电火锅中，吃完

鱼后，直接开火就行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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