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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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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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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nie.fasteasy@g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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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LO NMLS#118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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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NAR發布報告顯示，今年一月美國
成屋銷售額大漲3.3%，創下過去十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十年前，美國爆
發次貸危機，房地產市場交易額也
大幅下滑。分析師指出，房地產市場
的銷售數據顯示，不斷上漲的房地
產價格並未阻擋人們買房的腳步。

但是，儘管房地產市場中消費
者對新房的需求量非常火熱，但是
目前美國房地產市場中房屋存量可
能不足以滿足旺盛的消費需求，這
或將成為拖累美國房地產市場充分
復蘇的隱患。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首席經
濟學家Lawrence表示，目前阻礙美
國房地產市場進一步回暖的最大障
礙實際上是市場缺乏足夠的房屋供
應量。不過，在2017年中，住房建造
企業將開發更多的住房，這將擴大
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成屋存量，推動
美國房地產市場進一步繁榮發展。

同時，經濟學家Lawrence指出
，目前，導致美國房地產市場中成屋
供應量緊張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缺少
熟練的住房建造工人。此外，隨著特

朗普總統不斷推出限制無證移民的
激進措施，住房建造企業未來可能
將更難找到足夠的建築工人。

Lawrence透露，眾所周知，美
國的住房建造工地上雇傭了許多無
證工人，但是這個問題卻很少被公
眾關注。如果未來美國出入境限制
更加嚴格，未來美國住房建造行業
的勞動力供應量將更加短缺，除非
美國政府能夠培養更多具備測量和
焊接等技能的本土熟練建築工人。

根據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提
供的估測數據來看，目前，美國建築
行業約有20萬個職位空缺，比兩年
之前的勞動力缺口大幅上漲81%。

同時，萊納建築公司和托爾兄
弟公司等住房建造公司也曾表示，
建築工人短缺是公司住房建造數量
增速放緩的主要原因。

Lawrence認為，通過職業學校
或密集的培訓項目，美國需要培訓
更多的房地產建築工人。目前，許多
住房建造公司都在拖延房地產項目
破土開工的時間，儘管這些企業仍
然在積極尋找建築工人，但是勞動
力市場無法提供足夠的建築工人。

不過，儘管建築工人短缺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國房地產的發展
，但是美國房地產目前的增長勢頭
仍然非常強勁。過去一段時間內，美
國住房價格的增速遠遠超過美國民
眾平均收入的上升速度。

Lawrence表示，隨著房價快速
上漲，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
無力承擔買房的費用，這個問題可
能會成為房地產市場銷量回落的導
火索。但是，目前來看，美國房地產
市場中消費者的購房需求十分旺盛
，單身女性等消費群體帶動購房需
求大幅上升，完全抵消了房價快速
上漲對需求端產生的負面效應。隨
著美國新增就業崗位持續增長，消
費者和企業對經濟發展前景將更加
樂觀，這也會進一步激發美國民眾
購房的熱情。

目前，美國三十年期按揭貸款
固定利率在結束連續幾個月上漲後
逐步企穩，但是美國平均三十年期
按揭貸款固定利率仍然高于4%，分
析師也預計按揭貸款利率仍然有上
漲空間。貸款利率上升將增加購房
者的負擔，或將限制美國房地產市

場健康發展的空間。不過，分析師指
出，目前大部分美國民眾在購房方
面的開支仍然在預算範圍之內。

Lawrence認為，2016年超低的
按揭貸款利率肯定不會重現，同時
美國過去數年的過度寬鬆貨幣政策
時代也將結束。因此，房地產市場的
消費者應當意識到住房按揭貸款的
利率將繼續走高，目前按揭貸款利
率似乎開始企穩，但是今年年底前
平均貸款利率很可能攀升至5%左
右。

儘管如此，只要美國經濟復蘇
和就業增長的趨勢沒有改變，大部
分美國民眾能夠承擔住房按揭貸款
利率上升的額外負擔。

此外，日本三菱東京日聯銀行
首席經濟學家Rupkey認為，美國
火熱的住房市場也帶動了其他行業
發展，包括家電、家具和草坪修理服
務等領域。2月21日，家得寶公司披
露最新季度財報數據，表現大幅高
于市場預期，顯示家居行業受益于
房地產市場產生的正面溢出效應。
（據鳳凰國際）

美國房地產出現一大隱患 又是特朗普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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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消費者財經服務網站Bankrate的最新排名，對首次購房
者來說，加州是全美購房難度最大的州，其次是夏威夷州，紐約
州居第三。

這一排名是基于5個標準評出的，包括住房的可負擔程度、
年輕人的就業市場、房源情況、房貸難易以及35歲以下人群（千
禧一代）的住房擁有率等。每項標準可獲得1－10分，10分最好，1
分最差。

加州在住房可負擔程度以及房源兩項上分別只獲得了1.25
分，在千禧一代擁房率一項上得分更低，只得了1.17分；不過，在
年輕人就業市場一項上得分稍高，獲得了2.76分，而在信貸難易
一項上則獲得了7.23分。最後，5項總得分13.67分。

這個分數比倒數第二名夏威夷州（20.16分）還低了很多；倒
數第三是紐約州，得分為23.12；而第一名愛荷華州的得分（40.32
分）則整整是加州的三倍還多。

據行業分析公司CoreLogic最新發布的數據，南加房價持
續增長。1月，整個南加地區的房屋中價為45.5萬美元，比一年前
的43.2萬美元提高了5.3%。其中，洛縣房屋中價比一年前提高
了7.1%，達到52.5萬美元；聖貝納迪諾縣提高了6.8%，達到28.3
萬美元；河濱縣提高了6.5%，達到33萬美元；橙縣提高了2.6%至
63.5萬美元。

CoreLogic 報告還說，南加人對住房淨值第二順位貸款
（Home Equity Lines of Credit，HELOC）的依賴更重了。1月，南

加人平均借出 6300 美元的
HELOC，這比去年 12 月高出
7%，比去年1月高出了13.8%。

Century 21 Adams
Barnes房地產網站老闆亞當
斯（Tom Adams）認為，這種
現狀對首次購房的千禧一代
來說非常不利。開發商建房
不足，地價一個勁地上漲，還
有來自海外資金的壓力，都
推動了房價上漲。

據加州住房和社區開發
部數據，在加州，每年建設新
房約8萬套，遠低于18萬套的
需求。

亞當斯還說，另一個阻
擋千禧一代買房的因素，就
是很多人想過的生活方式中不包括買房。

但是，維持這種生活方式也不容易，房屋租金也在持續上漲
。據Zumper網站周二（2月28日）發布的研究報告，在洛杉磯，一
套一臥房的中位月租約為2000美元，比一年前提高了5.3%；兩
臥房月租提高了5.8%，達到了2920美元。

大都會住房和社區政策中心負責人之一的Rolf Pendall說，
Bankrate的報告顯示，對首次購房者來說，加州是個非常困難
的市場。房價很高，租房又很貴。除非能從工作以外的資源獲得
資金，否則將很難湊足首付，並建立進入房市所需的信用。(文章
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311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海外房產一直是近年來比較熱的一個話題，作為一個成熟
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美買房的程序要比其他很多國家都簡單。如
果是用現金購買，過去也也幾乎沒有任何限制。所以現金成為了
許多中國人青睞的購買不動產的方式。

但是以後，中國土豪們要是再想用現金買房可要小心了。美
國聯邦財政部上周表示，將加大外國人用美國房產洗錢的調查
力度，主要嚴查現金購房，特別是大額豪宅的交易。

從去年1月開始，聯邦財政部就要求所有的房產所有權保
險公司（Title Insurance Companies）在兩個實驗地區紐約曼哈

頓和佛羅里達邁阿密進行
防洗錢策略，確認高端房地
產現金買家，特別是外國買
家的真實身份。

這意味著，即使現金買
家是通過空殼公司做的交
易，受益人的真實身份也能
被查出來。

而過去，在美國的很多
州，現金買房是可以隱藏真
實身份的。但是這種保密性
被很多不法分子用來掩藏
和變相轉移非法所得，阻撓
執法部門的調查，利用空殼
公司進行洗錢和避稅，更是
用漂白資金進行販毒，詐騙

和販賣人口等非法行為。
只要是非貸款購買的高端房產，都設置了一個價格門檻。這

個門檻根據市場變化和各地的價格差異略有不同，但一般來說，
只要在該地區市場前10%的房子都在被監控範圍內。

例如，舊金山地區的門檻金額是200萬美元，只要是超過這
個金額，房產保險公司就必須取得買家的駕照，護照或者類似的
身份文件信息報告給聯邦財政部備案調查。如果保險公司不這
麼做或者提供虛假信息，將面臨刑事處罰。

結果財政部發現，超過30%的他們經手調查的現金購高端
房產的交易都涉及到可疑的金融活動。由于此政策打擊洗錢非
常有效，財政部把其適用範圍擴大到了包括紐約，洛杉磯，舊金
山的其他一些地區。

按照原本的規定，此調查到本月為止就結束了。但財政部上
周宣布，將這個臨時法令從2017年2月24日開始，再延長180天
，以揪出更多可能用現金購房方式洗錢的幕後買家。

財政部也披露，他們手上目前在調查一個通過空殼皮包公
司參與房產洗錢的大案子，幾個買家都是涉嫌在亞洲和南美參
與腐敗的嫌疑人。(文章來源：網絡)

首次購房哪個州最難首次購房哪個州最難？？

在美國用現金買房要注意這些，否則小心被“盯上”

星期一 2017年3月20日 Monday, March 2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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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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海外買家身份可否購買美國房地產？
絕大多數情況下，美國房地產市場對購買

者並沒有居民或公民的身份要求，也沒有簽證
方面的特別規定。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非常
歡迎海外人士在美國投資或購置房產的，在買
房方面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

Q 中國人可以購買哪種類型的物業？
美國各州法律規定不盡相同，但絕大部分

州不限制外國自然人及法人(公司、機構)購買
一般的居住性和商業性房地產，包括東西海岸
主要的市場：加州、佛州、紐約州等等。

Q 購買美國房地產的優勢在哪裏？
美國房產永久產權、市場穩定抗通脹、年

增值8%-15%、全部精裝修、面積采用套內面積(
陽臺、走道、車庫不包含在使用面積內)、資金由
產權公司監管安全可靠、可自住可投資，租金
淨回報高、購房可貸款，通過財務杠杆實現資
金利益最大化。

Q 購買美國房地產可以移民美國嗎？
目前移民美國需通過特定的移民項目實

現，購買美國房產不能直接實現移民。不過購
買美國房產，如有貸款也有助于您獲得在美的
信用記錄(移民項目需要提供在美信用記錄)。

Q 貸款首付最低多少，最高可貸幾成？
外國公民在美國購房首付比例最低為

30%，也就是說最高貸款比例為70%。各公司和

銀行抵押貸款首付有差異，而且會
因購房者個人資產總額和信用度而
異。具體情況當地銀行會根據客戶
的具體情況核定一個具體的貸款金
額。

Q 貸款買房目前的貸款利率
是多少？

目前貸款利率為4.2%-4.5%,分
為固定貸款利率和浮動貸款利率。
一般30年期固定貸款利率較為常
見。

Q購買後還需支付哪些費用？
還需要每月支付物業管理費、

財產保險費以及房地產稅;總計為
房價的1.5%至3%。

Q 什麼是房產稅(Property
Tax)？

房產稅顧名思義是房產屋主每
年向當地市政府交納的稅種。房地
產稅一般按年計，區域越好，房產稅
相對貴一點。一般講，房地產稅是用于市政、縣
郡、學區、社區大學及其它政府機構。

Q 美國購房過程中的產權保險是什麼？
美國購買房產，必須進行產權保險，以保

障交易過程中客戶的利益。產權保險公司在房
地產買賣交易中以第三方的身份全程參與。內

容包括：產權核查、產權保險、資金監管、過戶
登記等。

Q 什麼是產權公司？
產權公司隸屬國家或州政府部門管轄，並

且擁有其頒發的資金監管執照，其資金流動受
政府嚴格監管。另外，產權公司需要繳納一定
金額的保證金(類似銀行準備金)，以備特殊情

況下向客戶賠償。

Q 買方過戶費(Closing Cost)有哪些？
每套房不一樣，在房價的2%左右。主要有

：律師費 (Attorney's Fee) 產權保險費 (Title
Fee) 房屋估價費 (Appraisal Fee) 登記費 (Re-
cording Fee) 貸款費用 (Bank Charges) 買方
代管費(Escrow Fee)。(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311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近期公布2項經濟數據，結果好壞參半去，去年第4季
國內生產額（GDP）維持在初值的擴張1.9%，不過12月全美房價
升幅創下2年半來最高，反映房市復蘇力道轉強。

涵蓋全美房價的標普／凱斯席勒房價
指數，12月數據年增5.6%，高於前月的年增
5.6%，升幅創下2年半來最高，絲毫不受美
國利率上升影響。

12月美國10大城市房價指數年增4.9%
，高于前月的年升4.4%；20大城市房價指數
年升5.6%，超越前月的年增5.2%，和市場預
估的年增5.4%。

美國最熱門的房屋市場仍集中在西北
部，矽谷的高房價令許多買家望而卻步，改
轉往鄰近的次級科技中心，因而帶動當地房
價，其中以西雅圖10.8%的年升幅最為可觀。

另一方面，商務部公布，美國去年第4
季GDP修正值季增年率為1.9%，與初值一致
。

華爾街日報調查經濟學家意見，原預估
上季GDP可望上修至擴張2.1%。

上季消費者支出雖然較原先預期更為強勁，但企業投資和

政府支出較初估值疲弱，致使GDP修正值維持在初值水準。
最新報告顯示，美國經濟的主要推手－消費者支出，由初值

的增加2.5%上修至3%。
不過企業投資與州和地方政府支出雙雙遭到下修，抵消消

費者支出上揚。衡量企業支出的非住宅固定投資，由初值的增加
2.4%下修至上升1.3%；州和地方政府支出亦由增加2.6%下調至
年增1.3%。

去年第4季經濟成長率明顯不如第3季的擴張3.5%，後者
創下2年來最大升幅。不過上季經濟表現大致符合美國走出經
濟衰退後約2%的成長步伐。

西雅圖房價全美漲最凶
大西雅圖再度成為美國房價漲得最凶的地區，漲幅幾為全

美平均水準的兩倍。
與一年前相比，美國各地房價漲得最凶的地區依次是：西雅

圖漲幅10.8%，波特蘭10%，丹佛8.9%，天帕8.4%，達拉斯8.1%。
雖然冬天向來是全年房價最便宜的時候，可是西雅圖上市

求售的房屋空前少，因此過去一個月又漲了0.6%，平均售價達
到63萬5000元。(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購房最常見的問題有哪些美國購房最常見的問題有哪些？？

全美房價漲幅，創下2年半來新高！

星期一 2017年3月20日 Monday, March 20, 2017



I/房地產專日/170307C簡 房地產現況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2月2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美國1月份成屋待成交銷售數較去年12月份下跌2.8%，出人意
料地創下了近一年來的新低，成屋待成交銷售數很大程度上預
示了未來一兩個月內交割的交易數量。

NAR首席經濟學家Lawrence Yun對此分析稱，“數據惡化
背後的原因主要是1月份全美挂牌出售房屋短缺，另外美國利
率上行和房價上漲使得許多潛在購房者退卻。”

“最近在美國房源供應端比較緊張，就供給端來看，現在美
國很多人猶豫要不要賣房，因為擔心能力不足以承擔下一套房
子。與此同時，美國很多長期租房的年輕人開始考慮買房，因為
工資上漲了。也就是說上漲的需求遇到供應量收緊，就使得成交
量增長緩慢。”2月28日，美國最大的房地產數據平臺Zillow高
級經濟學家Aaron Terrazas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
時表示。

美國樓市已接近全面復蘇
2008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裂，信貸環境出現惡化，

最終導致了歷史上最嚴重的金融地產危機，後來在貨幣寬鬆政
策的刺激下，經濟開始復蘇，就業逐步改善，樓市逐漸開始復蘇。
據仲量聯行報告，美國多個城市地區的房價，直到2010年左右
才開始止跌回升。

“我們的數據顯示，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房價的中位數
從最高位下挫達22%，目前市場已接近全面復蘇的狀態，預計將
在二月或者三月份看到房價中位數突破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Terrazas說。

據Zillow剛發布的1月份美國房地產市場報告顯示，美國目
前的房價中位數為19.53萬美元，較上一年同比增長7.2%，房租
比上一年增長了1.4%。另據全美不動產協會(NAR)公布的數據，1
月成屋銷售跳升 3.3%，經季節調整後年率為 569 萬戶，這是
2007年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樓市的最大的風險是房源供給緊張，我們的數據顯示
，買家一般要競標二三次才能買到房子，對于首次購房的年輕人
更加困難，許多人往往就繼續租房了。現在在美國買房就像坐過
山車一樣，好不容易看中一套房子，可能很快就被別人搶走了。

”Terrazas說。
“一月份的房價漲幅讓人擔憂，因

為房價增速為收入增速的兩倍多，另外
，當下的貸款利率水平比六個月前高了
不少。尤其是在那些最貴的市場，潛在
買家將會感覺到預算吃緊，很可能需要
更多的存款，或者放低購房標準。”
Lawrence Yun說。

今年美國房價增速將放緩
不過有跡象顯示，因供給稀缺及可

負擔水平繼續惡化，預計美國房價的增
速將在2017年放緩。

“佛羅裏達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房價
在過去幾年已上漲很多，搶走了舊金山
、洛杉磯等上漲較慢的市場的光彩。特
別是舊金山灣區的減速，是因為這些市
場房價太貴，因此許多人無法承受，這
限制了需求。儘管最近全美的房價都在
上漲，但我們預期2017年全國範圍都會
出現增速放緩，因為貸款利率正在上行
，人們的承受能力也在下降。”Zillow首
席經濟學家Svenja Gudell在報告中指

出。
另外據NAR在2月21日公布的最新房屋可負擔模型顯示，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難以負擔一些大城市高昂的房價。很多房地
產熱門市場中，貧富差距過大，在當地工作的工薪階層根本沒法
負擔住房。

據畢馬威1月31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的房地產從業人
士認為，儘管美國很多地區的房價漲幅已經趨緩，甚至有部分地
區可能進入調整或者下降，但2017年美國整體房地產市場還是
積極向上的趨勢偏多一些。

中國潛在買家無減少跡象
據全美房地產經紀協會2016年7月發

布的報告顯示，中國買家（包括大陸、臺灣
和香港）連續第二年成為美國住宅房地產
最大的買家，從2015年4月到2016年3月
的一年間，外國人在美國購入價值1026億
美元的住宅房產，其中中國人共購置29195
處物業，總價值高達273億美元。位列第二
的外國買家加拿大人購入的房產價值為
89億美元。

中國買家的強大購買力，也促使了像
Zillow這樣的美國房地產信息公司進入中
國市場。據介紹，Zillow成立于2006年，目
前網站上有1.1億個美國房源，約占三分之
二的全美市場份額。商業模式是將房地產
經紀人和抵押貸款公司與最終的賣家、買
家與租房者相連接，收入主要來源于其高
級房地產經紀人項目和對抵押貸款公司所
收取的訂閱費以及展示廣告。目前在中國
有三個渠道，一個是微信公眾號，另外和樂
居網及網易也有合作。

“目前，我們網站來自中國的流量占到
了國際流量的3%，落後于加拿大、印度和
墨西哥等國。2016年，我們網站上的中國用

戶搜索的房價平均在48.5萬美元左右，這比全國挂牌房屋的中
位數24萬美元高了不少。我們注意到中國用戶最多搜索的社區
包括馬賽諸塞州的列克星敦、紐約州，這些地方有極佳的教育資
源；另外舊金山灣區、矽谷這些有很好工作機會的地方，也很受
中國用戶青睞；還有一些傳統的華人社區也挺受歡迎。另外中國
人傾向于尋找新房。”Terrazas說。

國家外管局于2016年12月31日公布了個人外匯信息申報
管理的相關調整內容，雖然每人每年可購匯總額仍是5萬美元，
但卻迎來了更複雜的購匯流程，以及更嚴格的購匯用途監管。此
舉的一大目標是打擊此前利用經常項目從事資本項目交易（比
如海外購房和投資等）等行為。

“最近我們看到來自中國的流量並沒有放緩，總體而言，中
國人主要是由教育和就業機會驅動，而在美國買房的，因此對于
匯率和外匯監管的動態不是特別敏感。”Terrazas說。
（取材：網路）

美國樓市正在復蘇美國樓市正在復蘇中國買家依舊中國買家依舊爆買爆買爆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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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解决方案公司ATTOM的高級副總裁
Daren Blomquist表示：“房地產行業復蘇高度
依賴房地產投資者，這是一把雙刃劍。快速增長
的房地產價格對房屋擁有者的權益有利，但是
同樣也造成首次購房者出現負擔能力方面的危
機。而房地產市場通常都依靠首次購房者來維
持其長期持續的增長”。

分析研究機構Clear Capital公司的高級副
總裁Alex Villacorta也表示：“與十年前相比，
現在的房地產市場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對于所
有的房地產市場參與者來說，瞭解新常態下房
地產市場存在的細微差別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ATTOM 公司和Clear Capital公司聯合
發布的白皮書報告中，以上兩位人士都各自發
表了自己的評論。這本白皮書的題目是“地主之

地”。
白皮書分析了誰是藏在美國

房地產市場繁榮背後的推手。而正
是這些推手讓美國國內房地產價
格上漲至歷史新高，也讓房地產市
場出現超越其他市場的瘋狂泡沫，
而且這種泡沫的規模之大，前所未
有——即使住房需求已經暴跌且
維持在50年來的最低水平。

首次購房者的存在是房地產
市場健康發展的一種體現，但現在
的他們卻沒有了足夠的購房熱情。
根據這份白皮書報告中的內容，
2012年時，那些申請聯邦住房管理

局(FHA)擔保貸款的購房者——他們通常都是
典型的首次購房者，能夠負擔的首付比例相對
較低，但這一群體占購房者總體人數的25%。到
2013年時，這一占比已經下降至20%左右，2014
年時下降為18%。

然而到2015年 1月份時，當聯邦住房管理
局將擔保保險費率（房貸利率）下調50個基點
後，購房者需求出現了溫和復蘇——也許對渴
望重新進入房地產市場，而且在現金緊張時無
法購買房屋的群體來說，這是一種放鬆信貸要
求的預示。

2015 年，這些購房者的人數再度上升至
22.3%。而到 2016 年時，這一占比又下滑至
21.7%，聯邦住房管理局催生的短暫復蘇再一次

“破滅”了。
如果首次購房者都處

于裹足不前的情况，誰還會
去購買房屋？誰又能驅動房
地產市場？

藏在美國房地產市場繁榮
背後的推手

通常所說的機構投資
者是指每年購買房屋數量
在10套以上的投資者，他們
中就包括那些來自華爾街，
購買並轉租房屋的“大地主
們”。這些大地主中的部分
人士手中握有近4萬套可供
單個家庭使用的房屋。根據
白 皮 書 報 告 內 容，“ 在
2009-2013 年期間，這些人
乘房地產市場價格低迷的
機會，大量采摘不良資產果
實”。也就是在當時的止贖
危機期間，他們從銀行大批
買入房地產不良資產。

在2013年第三季度期

間，機構投資者買入了占房地產供應量7%的房
屋。在2013年第一季度，其持有的房屋數量一
度曾達到9.5%。隨著後來房價的飆升，很少有
不良資產房屋被贖回。到2014年時，當房地產
價格上漲至歷史新高水平時，這些大規模購買
並出租房屋的計劃開始面對高額的結構性費用
，而且投資表現也越來越差。此時，這些大買家
又開始變成了大賣家。在2016年時，這部分機
構投資者手中持有的房屋數量，又開始降低至
占總體購房人數2%的水平。

但是，隨著機構投資者的逐步退出，小型投
資者又開始大量涌入房地產戰場。這些小型投
資者“願意在更廣泛的市場前景中購買房產，並
且也願意在更低利潤下經營房產”。

為了估計全部購房投資者的數量，該報告
著眼于那些後期被非業主住戶占用房屋的購買
份額。根據這一限定標準，在2009年時，其中
28%被購買的房屋屬於投資者持有的資產。到
2010年時，這一占比上升至30%。到2011年時，
上升至32%。隨後，那些規模較大的投資者開始
撤出，而這一占比數字也下降至30%。但是，截
止到2015年時，小型投資者開始大量涌現。

而到2016年時，投資者購買房屋的數量占
比再度飆升至37%。根據ATTOM公司21年的
統計數據來看，這一數字創歷史新高記錄。

給定年份中購房者類型占比分
布圖(見圖一)

在圖表中可以看到，首次購房
者占比下降情况（藍線），機構投資
者購房占比下降情况（灰色條形塊）
，以及小型投資者購房占比上升情
况（綠線）。換句話說，現在，小型投
資者正在推動房地產市場的繁榮。

擁有房地產資產份額的投資者
分布情况(見圖二)。

在今天的房地產市場投資者中
，擁有1至2套房屋的小房東占房屋
租賃市場最大的份額——79%。

然而，來自華爾街的大地主們
只集中在幾個城市地區。例如，Invi-
tation Homes公司是由私募基金黑
石公司在2012年發起並成立的。這
是一家從事購買-出租業務的房地
產公司，其擁有的單一家庭住宅房
屋超過4.8萬套，並且有幾乎無限的
金融資源，包括政府擔保的部分債
務。但這家公司的業務只是集中分
布在12個主要城市區域，在這些地
區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而小型投資者擁有的房地產資

產則遍布美國全國範圍內。無論在城市地區，還
是在農村地區；無論價格低廉的市場，還是價格
高昂離譜的市場，都有小型投資者的身影。他們
擁有公寓、別墅、複式房，或者較小型的多單元
建築物。

因此，當房地產行業告訴我們，現在的房地
產市場需求強勁，庫存量很低時，我們要謹記住
一點，2016年，房地產市場高達37%的創紀錄需
求量來自于這裏：投資者，絕大多數來自于較小
型投資者。當金融等式對他們不再起作用時，他
們也將會撤退，就像機構投資者以前所做的那
樣。

目前，被公認為全球房屋租賃市場價格最
高的兩個城市——舊金山(專題)市和紐約(專
題)市，商業房地產泡沫已經開始破裂。

紐約豪宅經濟公司Olshan Realty在其公
司的年度報告中指出，2016年紐約高端樓市(專
題)中超過400萬美元房產的銷售量暴跌25%。
儘管這些房屋的平均市場價格大漲31%，但是
房屋最終成交價較挂牌價下跌了6%。

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費舍爾房地產和城市
經濟學研究中心的負責人羅森指出：“舊金山和
紐約正走在房地產市場衰退的風口浪尖。本不
應該發生的衰退正在發生，這將令人們大吃一
驚，太遙遠，但是來得太快。”
（消息來自：倍可親）

復蘇再一次破滅
美國兩大城市房產泡沫已開始破裂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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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6教育留學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高中留學規劃工作成

為主要工作之後，低齡留學生
的家長和學生本人都有必要弄
清楚美國高中可以給學生提供
的資源，對學生的要求以及對
學生的期望。來看經驗留學這
的敘述。幾經探 索，我終於在學
校公佈的一份叫做《學生手冊》
(Student Handbook 、 Student
And Parent Handbook 或 者
Community Handbook)的 文 件
中找到了可以解答眾多曾經縈
繞在心頭的難題的答案。如獲
至寶地把這些文件介紹給即將
入讀美國高中的留學生們。看
著那些同學和家長 高興的 神
情，我也如同他們一樣高興。畢
竟，我讓學生找到了在美國高
中留學成功的鑰匙。

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因校
而異，但也有共同之 處。整體來
說，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包括
學校各位教師的聯繫方式、學
校榮譽誓言、學校成績評定系
統、畢業要求、學校榮譽體系、
學校紀律及懲罰措施這些方面
的 內容。而每個方面的內容都
有非常具體的條款說明。可以
說《學生手冊》就是學生在美國
高中上學的行為指南，學生只
要照著這個指南說明去做學校
鼓勵學生做的事 情，不做學校
禁止做的事情。學生通常就可
以爭取到好的結果。

下面我就以聖約翰預備學
校 (Saint John's Preparatory
School，MN)為例向大家介紹一
下學生手冊的具體內容。

聖約翰預備學校的學生手

冊一共有62頁(A4紙)內
容，除了第二頁列出的
學校各個崗位的任職人
員姓名、電話、聯繫郵箱
，以及負責事項之外，一
共有 12 個 部分。從前到
後分別是學校介紹(In-

troduction)、學 校 一 般 信 息
(General school information)、安
全 交 通 與 用 藥 政 策 ( Safety,
transportation and medical poli-
cies)、學術政策(Academic for-
mation policies)、社區與學生政
策( Community and student for-
mation policies)、紀律政策和程
序(Discipline policies and proce-
dures)、家長政策(Parent forma-
tion policies)、國 際 學 生 政 策 (
International student formation
policies)、入學與財務政策(En-
rollment and financial policies)、
修 改 政 策 的 權 利 (Right to
amend policy)、附 錄 與 資 源 (
Appendices and resources)。

學校介紹這部分，主要介
紹學校的歷史與辦學目的，辦
學哲學以及核心價值觀和學校

所獲得的認證。這些信息在學
生選擇學校之前往往已經有所
瞭解。

一般學校信息這部分，主
要包括了出勤與缺勤，需要強
調的是學校每天都會記錄學生
的出勤與缺勤情況。學生要準
時上課，家長要在學生出現缺
勤情況3天內向學 校核實情況
。家長可以通過當面、書面、電
話的形式和學校核實學生缺勤
的情況。如果缺勤出現後3天內
未得到家長核實情況，則會被
記錄為學生無故缺勤。學生在
上課的日子離開學校需要在學
校辦公室辦理離開手續、學生
返回學校需要在學校辦公室辦
理返校手續。如果學生沒有辦
理離開手續，那任何錯過的課
都會被記錄為無 故缺勤。

為了讓所有同學都能參加
社團或體育比賽，學生一定要
在學校有3.5小時以上的時間。
沒有待夠半天以上的學生將不
被允許參加下午的社團活動。
除非學生要參加葬禮、家庭遇
到緊急情況或者預約了醫生。

學
校 會
嘗 試
通 知
有 無
故 缺

勤的家長。學校希望家長能夠
主動的通過Schoology軟件或給
學校打電話監督學生出勤。因
為出勤問題，可能要召開家長
會。18歲以上的學生不可以在
學校為自己找藉口。遲到(Tar-
diest)的學生會被記錄為遲到
(Tardy)，遲到 10 分鐘以上將被
記錄為缺勤(遲到)。學生 遲到次
數累積多次會導致：告知家長
(parent notification)、 家 長 會
(parent conference)、留 校 察 看
(Detention)、停課(suspension)等
後果。

可以赦免的缺勤。為了避
免損失學分和其他懲罰，學生
要事前得到缺勤批准。符合可
赦免的缺勤要做到：

1.家長必須在缺勤出現 48
小時前提交可赦免缺勤表;

2.在缺勤前得到學校行政
人員的書面批准;

3.學生必須遵守缺勤規定，
這些規定包括通知老師，評估
完成的時間等。學校希望家長
提出缺勤申請的次數保持在最

小。
不可赦免的缺勤。針對不

可赦免的缺勤的懲罰包括失去
錯過評估的學分，失去學生的
權限或其他紀律行為。這些缺
勤包括但不限於跳課(skipping
class)、未經許可的早退( leaving
early without permission)。

參觀大學(College visits)需
要安排在沒有學術課的期間。
若要在教學周內參觀大學，則
需要通過可赦免的缺勤申請程
序。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法律對
學生逃課有明確規定。每個學
年出現 3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
會書面通知家長。每個學年出
現 7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會被
學校報告給當地縣曠課特遣隊
。如果學生被特遣隊認定曠課，
則會收到曠課辦公室的監管。

除此之外，學生醫療缺勤、
學生醫療離校、自習時間、上學
前與放學後監督、對學生使用
學校設施的期望、學生卡(IDs)、
晚餐服務、著裝規範、個人物品
、溝通渠道(校曆 Calendars)、關
閉、延期開放以及天氣相關的
聲明、家庭溝通、學生通訊錄
(Student directory))、成績單及學
生成績等相關要求都清楚的列
在學校的學生手冊中。

美國留學不得不懂的
學生手冊

【來源:NewsAsia】
來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數量近年來大增，

目前1百多萬的國際學生中有超過30%是中國
留學生。隨之而來的是，部分中國學生表示他們
在融入美國文化的過程中遇到問題。

據新加坡新聞媒體 Channel
NewsAsia駐華盛頓記者哈裡
•厚頓（Harry Horton）的採
訪報道稱，不少中國留學生
都對如何融入美國大學和
文化有自己的看法。喬治城
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學生包翰（Bao Han，音譯）
說：“有的人會說‘我想更好
的體驗美國學習生活’，因此
他們會和美國人、其他學生
交朋友。但也有的人會說‘我
只是來這上兩年學’，所以他
們 會和中國朋友出去遊玩。
”
另 一 名 中 國 學 生 黃 逸 軒
（Huang Yixuan，音 譯）說：

“我相信對中國學生來講，探索周圍世界是件好
事情。我也覺得中國學生在嘗試改變這裡的人
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與此同時，大學嘗試採用各種方法來幫助學生

融入，如混合分配宿舍以及增加英語課程。但很
多專家稱僅僅讓學生來適應校園是不夠的，學
校自身的改革才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國際教育機構的佩吉•布魯門托（Peggy Blu-
menthal）對目前學校
內的改善狀況形容道：

“我們見過非常有想法
的課程幫助教職工學
習拼讀中國名字。中國
文字對大多數美國人
來說都太難了，不過很
多學校都覺得教職工
需要正確地讀出名字。
”
大量中國學生的湧入
實際上是很好地解決
了大學的財政問題，而
且還使得學校能提供
更多的獎學金給美國
本土學生，特別是那些
不能負擔大學昂貴學

費的人。
儘管無法對大學中的改變做出準確評估，但通
過提高學校的國際化程度，所有學生將從多元
文化課堂環境中大大受益。

中國學生融入美國大學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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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僑報網】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22日報道，因為財富的增加和對

西式教育的饑渴，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申請留學美國大學。而美
國大學也在積極招生中國學生，除了想要保持校園的多樣性外，
對他們帶來的學費收入也有很大的需求。看起來很公平，雙方的
需求都能得到滿足，但是在有些情況下，這種狀況還是會在課堂
上帶來矛盾，部分美國學生和教授也對此頗有微詞。

據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數據，中
國留學生佔據美國大學校園裡所有國際學生的約三分之一，是
其中最大的一群。但是，這種趨勢中也夾雜著一些不太和諧的現
象，比 如過去三年時間裡，約有8000名中國留學生因為作弊或者
成績太差被開除。可以說，對大量的中國學生來說，留學美國面
臨著雙倍的文化和語言壓力。

這種經驗是“痛並快樂著的”，西北大學梅迪爾學院（North-
western University's Medill School）的華裔講師傑娜•羅•馬西
（Jenna Luo Massey）說道，中國留學生都有著“陡峭的學習曲線”。
“很多來到這裡的學生掙扎在文化障礙和語言問題中，他們的表
現沒有達到我的預期。”她說道。而且中國學生在課堂上也很被
動，從來不會跳出固有的思維，她補充道。

這種狀況就會招致其他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抱怨，《華爾
街日報》就曾經報道過，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的一名教授表示，因為要照
顧到課堂裡的很多中國學生，他不得不使用更為簡單的語
言進行講解。而且還表示這些學生在問問 題的時候他都聽
不太懂。

尋找那些能夠適應美國教育體系的學生，也是西北大
學和亞洲一些學校合作招生的原因，馬西說道。

“我們更注重的是學生的整體素質，不僅僅是考試分數
。”她說道。也就是說還要評估他們的其他一些技能，比如人
際交往能力等。

雖然在逐漸的減少，但是中國留學生所感受的文化衝
突仍在繼續。中國經濟的放緩意味著越來越少的家庭能夠
承擔得起送孩子留美的負擔。而且，這種趨勢已經顯現，比
起之前兩年17%和21%的增長率，2014-15學年留學美國的
中國學生僅增加了11%。

這可能會導致美國大學開始從其他國家招生。國際學生的學
費要比本土學生高三倍。美國家庭越來越難以承擔增長速度遠
超通貨膨脹率的大學費用。

在其他國家招生的轉變看起來已經開始，2014-15學年，留美
印度學生的增長比例已經超過中國學生。
至於中國學生在美國校園的學習問題，“他們在前兩三個月的英
語不夠流利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夠聰明。”她說道：“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優劣勢。如何讓自己的學生進行提高是教授們的工作。”

中國留美學生數量多
本土學生和教授抱怨

【來源:僑報網】
美國各地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每年均大比

例增加，美國大學大量招收中國留學生的主要

目的，是賺取比本地大學生學費高出數倍的金
錢。許多中國留學生水平不夠格，但中國留學生
卻擠走了美國學生的入學機會。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報道，中國留學生奪去了
美國留學生的大量資源。
中國學生根本沒準備好留
學，他們根本不知道分析

性文本到底意味著什麼，也很難達到分析性思
考或寫作的基本要求。即使這樣，美國大學仍然
競爭多收中國留學生。

報導稱，在美國，中國留學生的數目已增長
至30多萬。僅密歇根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數
量就已達到4400多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
國留學生的數量也 已達到1200多人;而10年前，
這所大學裡中國人的數量只有47名。波士頓地
區的大學中，中國留學生的數量達到4.5萬人。

福克斯新聞網的報道批評美國大學為錢忘
義。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他們正奪
取本屬美國學生的資源。高校機構變得越來越
貪婪，這也就意味著許多美國學生收到了大學
的拒信，而中國學生卻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被
錄取的喜悅。

金錢推動中國留學生一直湧入美國。因為
留學生支付的全部學費幾乎是本土學生支付學
費的兩倍。美國的大學和學院當前正熱烈歡迎
亞洲的學生，甚至還雇傭會說普通話的員工來
錄取中國學生、幫助後者順利進入美國大學。

報導認為，中國學生就學術而言並不比美
國學生準備更充分。一些學校發現，他們需要更
改甚至簡化課程、來滿足中國學生的語言以及
學習要求。報道還稱，中國部分學生前往美國求
學時，似乎有花不盡的錢，他們一到美國就買上
奧迪、奔馳或雷克薩斯。而美國學生往往開家裡
的舊車。

美國大學為錢狂招中國留學生
搶佔本地學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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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搜狐教育】
除了沒有人不知道的哈佛、耶魯、MIT的 網

上公開課，不少的著名大學和學者都非常無私
地努力將各種課程放在網上與所有人共享。所
以只要同學們想學，估計沒有什麼是學不到的，
而且還是免費的哦！小 編特地搜集了一些網上
公開課的網站以及短時間可以完成的網上課程
和同學們分享，想要學的趕快收藏！
哈佛網上公開課。（網站截圖）
首先是三大校的網上公開課主站：
哈佛
http://online-learning.harvard.edu/
耶魯
http://oyc.yale.edu/
麻省理工學院
http://ocw.mit.edu/index.htm
其它有著名院校共享公開課的大型教育網站：
edX

edX 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於 2012 年 4 月
聯手創建的大規模開放在線課堂平臺。它免費
給大眾提供大學教育水平的在線課堂。現在已
經有眾多學院加盟，連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都乾脆把網上
公開課程陸陸續續全部轉到edX了。
網站網址：https://www.edx.org/
edX網站內一些不需要太長時間就可以完成，並
幫助你學到有用技巧的課程：
如何寫作（HOW TO WRITE AN ESSAY）
https://www.edx.org/course/how-write-es-
say-uc-berkeleyx-colwri2-1x
企業家職能 101：誰是你的顧客（ENTREPRE-
NEURSHIP 101: WHO IS YOUR CUSTOM-

ER?）
https://www.edx.org/course/entrepreneur-
ship-101-who-customer-mitx-15-390-1x-0#!
網絡、監控和安全（CYBERWAR, SURVEIL-
LANCE, AND SECURITY)
https://www.edx.org/course/cyberwar-surveil-
lance-security-adelaidex-cyber101x#!
Udemy

Udemy幫助學生們向世界各地最棒的教師
學習知識，它們的團隊聘請世界上頂尖專家，包
括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首席執行官、名人、和
常春藤聯盟教授。這些專家教師在Udemy上 教
過超過 50 萬名學員，幫助他們學習一切從編程
到攝影到設計到瑜伽及更多。
網站網址：
https://www.udemy.com/
Udemy網站內一些不需要太長時間就可以完成
，並幫助你學到有用技巧的課程：
JAVA 初 級 教 程（JAVA TUTORIAL FOR
COMPLETE BEGINNERS）
https://www.udemy.com/java-tutorial/
專業溝通基礎（PROFESSIONAL COMMUNI-
CATION ESSENTIALS）
https://www.udemy.com/rasmussen_communica-
tion/
斷 續 治 療：流 暢 演 講 要 素（STUTTERING
TREATMENT: THE ABC’S OF SMOOTHER
SPEECH）
https://www.udemy.com/stuttering-treat-
ment-the-abcs-of-smoother-speech/
通過寫好文增加收入（CREATE INCOME OP-
PORTUNITIES BY LEARNING POWER

WRITING）
https://www.udemy.com/create-income-oppor-
tunities-by-learning-power-writing/
通俗版權法（COPYRIGHT MADE EASY）
https://www.udemy.com/copyright-made-easy/
Coursera

Coursera是免費大型公開在線課程項目，由
美國斯 坦福大學兩名電腦科學教授安德魯•恩
格（Andrew Ng）和達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
）創辦。旨在同世界頂尖大學合作，在線提供免
費的網絡公開課程。Coursera 的首批合作院校包
括斯坦福大學、密歇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
夕法尼亞大學等美國名校。
網站網址：
https://www.coursera.org/
Coursera網站內一些不需要太長時間就可以完
成，並幫助你學到有用技巧的課程：
Python 交 互 式 編 程 導 論（AN INTRODUC-
TION TO INTERACTIVE PROGRAMMING
IN PYTHON）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interactivepy-
thon1
HTML、CSS和java script（HTML, CSS, AND ja-
va script）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html-css-java
script
跨文化交流與衝突解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RES-
OLUTION）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intercultur-
al-communication
談判學導論：構建有原則和有說服力的談判戰

略 戰 術（INTRODUCTION TO NE-
GOTIATION: A STRATEGIC PLAY-
BOOK FOR BECOMING A PRINCI-
PLED AND PERSUASIVE NEGOTIA-
TOR）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negotia-
tion
公民新聞技能（JOURNALISM SKILLS
FOR ENGAGED CITIZENS）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citizen-
journalism
縮放操作：連接策略和執行（SCALING
OPERATIONS: LINKING STRATE-
GY AND EXECUTION）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scalin-
goperations
法律與企業家（LAW AND THE EN-
TREPRENEUR）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law
Alison

Alison是提供包括微軟數字素養課
程,英語,工作安全與健康,個人素養和技
能等在內的多方面基礎知識與技能培訓

，它們的課程也常常被不少商業網站推薦。
網站網址：https://alison.com/
Alison網站內一些不需要太長時間就可以完成，
並幫助你學到有用技巧的課程：
編程證書（DIPLOMA IN C PROGRAMMING
） https://alison.com/courses/Diploma-in-Pro-
gramming-in-C
電子商務證書（DIPLOMA IN E-BUSINESS）
https://alison.com/courses/Diploma-in-E-Busi-
ness
BUSINESS COMMUNICATION—DEVEL-
OPING EFFECTIVE BUSINESS PRESENTA-
TION SKILLS
https://alison.com/courses/Business-Communi-
cation-Developing-Effective-Business-Presenta-
tion-Skills
商 務 溝 通 —— 商 務 演 講 技 巧（BUSINESS
COMMUNICATION—FUNDAMENTALS
OF BUSINESS WRITING）
https://alison.com/courses/Business-Communi-
cation-Fundamentals-of-Business-Writing
商務增長策略（GROWTH STRATEGIES FOR
BUSINESS）
https://alison.com/courses/Growth-Strate-
gies-for-Business
商 法 基 礎（FUNDAMENTALS OF BUSINESS
LAW）
https://alison.com/courses/Fundamen-
tals-of-Business-Law

各大名校網上公開課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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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僑報網】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是一種發給持F-1簽證的學生的工作
許可證，其目的是為學生在其專業領
域提供一個獲得工作經驗的機會。
OPT 是由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
gration Services，簡稱USCIS）進行審批
。申請 OPT 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如果
不小心搞砸了，將大大減少留學生在
美國工作的機會。
誰有資格申請？

持 F-1 學 生 簽 證、以 全 職 學 生
（Full-time student）的狀態在美國完成
了至少一學年的課業、具備良好的課
業表現並可順利畢業取得學位的學生
都可以申請。是否已經找到工作不影
響OPT的申請資格。
如果是普通專業的學生，必須是之前
沒有使用過同一個學位下超過12個月
的OPT。而STEM（Science, Technolo-
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即科學、
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的 OPT 比較
特別，據《僑報》記者徐一凡此前報道，
從5月10日起STEM的留學生取得學

位後可 獲得的OPT滿一年後最多可
申請24個月的延期，這意味著理工科
留學生的OPT總長度將延長至3年。
而每獲得一個不同的學位，例如學士、
碩士或博士都有一 次申請OPT的機
會。
時間安排：

學生在美國學校入學至少 9 個月
後才可申請OPT。此外，最早可在畢業
前的90天開始申請，最遲可在畢業後
的60天之內開始申請。超過此區間的
申請將被移民局拒絕。在申請表裡，學
生需要填寫預定開始工作的日期。在
沒收到 USCIS 的工作許可文件(Em-
ployment Authorization Document, 簡
稱EAD卡，也稱工卡)前，或在美居留
不足12個月時，將不被允許開始工作。
因為USCIS需要花時間辦理學生的申
請及簽發 EAD，所以需要儘早申請
OPT，不能等到找到工作才開始申請。
申請步驟：

一般來說，留學生輔導老師或者
國際學生中心的人員會幫助學生申請
OPT。下面是USCIS關於OPT所需文
件一些基本要求：

1、I-765以及G-1145表格
一旦學校批准，該表格是向

USCIS 申請工作許可的主要表
格。到USCIS網站下載填表說明
，認真閱讀所有的內容，採用在
學校裡瞭解到的各種建議。
G-1145 表格下載地址：https://
www.uscis.gov/g-1145
I-765 表 格 下 載 地 址： https://
www.uscis.gov/i-765
2、OPT推薦表

一般來說，學校需要填寫一
個 OPT 推薦表，為學生的 OPT
表裡預期的起始和終結日期以
及其它內容簽字。
3、申請費

每次申請 EAD 都需要上交
申請費。可以用個人支票、現金
支票、郵政匯票付款給：美國國
家 安 全 局（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匯款地址以
及具體要求請參照I-765表下載
網頁的說明文檔介紹。
4、兩張護照照片

在遞交申請30天內的正面免冠彩

色照片。在每張照片的背面書寫自己
的出生日期以及SEVIS ID號。
5、文件複印件

需要遞交 I-94 出入境表（正反兩
面）、EAD卡、最新的I-20以及護照首
頁。

如何申請OPT

USCIS官網截圖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MBA留學是

具有非常大競爭力的，
同時從學制上來說，美
國MBA大多為兩年制
，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國
家為一年制 MBA，那
麼這兩種學制的 MBA
有什麼區別呢?

和極限運動參與
者一樣，美國 MBA 專
業的學生費盡唇舌讓
他們的朋友、家人以及
未來的雇主相信，他們
正經歷著一次相當累
人的經歷。商學院是緊
張的——我們 發現人
們都這麼說)。這個口
頭禪模糊了一個事實：
包 括 幾 乎 所 有 美 國
MBA 課程在內，很多
MBA 課程都是兩年制
，而 大 多 數 歐 洲 的

MBA 課程都是一年制
。

除了時間長短外，
還有什麼區別呢?兩類
課程的時間並非決定
商學院排名的主要因
素，雇主似乎也沒有厚
此薄彼。課程提綱看上
去也很相似。不過，所
有的課程顯然不會一
樣。

首先，美國一年制
MBA 和兩年制的緊張
程度存在區別。

在一年制的課程
安排中，你別指望會有
沒課的週五，也別指望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整
個項目的壓縮，給你留
下了很少的空閑時間。
如果你落下了，就沒有
機會再追趕上去了。作
為 50 年前開創一年制

MBA 的先驅，在歐洲
工商管理學院(Insead)，
早上8:30開始上課，下
午 7 點結束。節假日也
是如此。

在這種模式中，大
部分核心課程被安排
在最初 4 個月的衝刺
期內。工科和經濟學科
的畢業生們可能會覺
得某些課程是小菜一
碟，比如統計學和會計
學，而對那些沒有數學
背景或者沒有接受過
經濟學教育的學生來
說，它們卻難如登山。
班級構成也是不同的

美國一年制 MBA
課程的班級裡，委培學
生可能會更多一些，學
生的年齡或者更大一
些。歐洲的某些一年制
MBA 班級，學生的平

均 年 齡 明 顯 大 一 些
——通常大約 29或者
30歲，這意味著他們擁
有更多的工作經驗。經
驗較豐富的學生可能
會發現，在一個很少有
人曾有管理經驗的班
級裡討論領導力，會讓
他們有挫敗感。
至於課堂內容，區別也
很明顯

一年制的項目
會把一個原本 10 次 3
小時的課程壓縮成 16
個 90 分鐘的小節。而
兩年制的 MBA 課程，
如西班牙 Iese 商學院
開設的 MBA 課程，卻
有時間堅持哈佛商學
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模式，即每節
課都圍繞一個商業案
例展開討論。這意味著

時間較短的MBA課程
不會花時間來複述材
料。學生在教科書上可
以找到這些材料。

這兩種學習模式
的關鍵性區別是在校
外。兩年制項目的核心
，是第一學年和第二學
年之間長暑假中的一
次實習。這份夏季工作
可以讓學生們暫時放
下學習，嘗試一份為期
12周的不同職業。

美國MBA專業兩
年制的項目會提供謀
劃調動的空間以及更
多交際的時間。而一年
制的課程把學習精簡
為瘋狂的快跑，在患難
與共之中建立友誼。所
以，那個好哪個不好，
還是要看是否適合你
自己。

美國兩年制美國兩年制MBAMBA和一年制和一年制MBAMBA
有何區別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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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爾灣】
美國是崇尚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常說讓孩子獨立，自己的

事自己做，這一點都沒錯。在這裡我就不談我們是不是應該讓孩
子自己吃飯穿衣寫作業收拾玩具等等老生常談的 話題。在美國，
父母一般認為孩子天生具備獨立能力，對於孩子能自己做的事，
他們不阻撓不干涉，不管孩子做得好不好，反正能自己做就很好
。某種程度上說，這 種給予孩子的獨立其實也是給予孩子自由，
給予孩子自我選擇慢慢成長的權利。獨立所賦予孩子的，是相信
自己可以做到可以做好的一種叫做“自信”的東西，孩子 不會因
為自己穿鞋子速度太慢而被父母責備，不會因為作業寫得不夠
漂亮而被老師批評，只要是自己的事自己完成，無論家庭還是學
校或社會，都會對獨立自主的孩 子進行讚賞與包容。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有很多人，小時候並不出眾，甚至有點木
訥，但最後卻能成為極具創造力的發明家或者科學工作者。這就
是因為父母肯定他的獨立界限，不拿他與他人比較，給予孩子自
我成長的自由的原因。

教育中獨立的另一面是家長的獨立，在美國，幾乎沒有哪個
家長會認為自己在為孩子做牛做馬，即便是眾多全職太太，她們
全職在家的原因，大多也是因為要陪伴孩子，享受與孩子共同成
長的過程。而她們大多不會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夢想，不會放棄
自己的時間，不會放棄夫妻倆甜蜜的約會時光。美國的夫妻，即
便在孩子小生活很忙 亂的時候，也必定堅持每週一次的約會，請
一個Baby sitter（臨時兒童護工）回家看管孩子，夫妻二人便外出
吃飯看電影約會。儘管剛開始時孩子可能會為父母把他們交給
臨時護工而哭鬧，但他們會很堅定地告訴孩子，這是爸爸媽媽的
私人時間，晚點他們就會回來，然後，高高興興地離開。

另外，在美國，一般非常重視獨立的時間和空間，孩子一般從
出生開始就擁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孩子可以決定房間的佈置，自
己收拾房間，同時孩子也有權利拒絕別人進入他的房間打擾。父
母進入孩子的房間需要征得孩子的同意，進入前先敲門等都是
需要遵守 的界限。在美國，父母一般不與孩子同住一個房間，父
母的房間孩子們沒有得到同意也不能隨便進入。

一個好友跟我說她每天下午做晚飯前，都得有半小時左右獨
處 休息的時間，她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或看看書或小躺一會，
不允許孩子打擾。即便三個孩子哭鬧打架，她也絕不會從房間裡
衝出來救火。久而久之，她的三個孩子知道她的這種界限，在那
半小時內絕對不會去打擾她，而是乖乖地在各自房間或者客廳
玩耍。

獨立就是這樣一種界限，這種界限可以保護父母和孩子雙方
在各自的時間和空間裡不被打擾地成長，同時滋生出尊重他人
的界限，養成不去打擾幹預他人的品格。如果沒有這種界限，父
母和孩子雙方都會變得想去操縱 對方，從而陷入權力之爭，衝突
不斷。而如果沒有這種界限，孩子也很容易失去對他人私人空間
時間的尊重，覺得隨便探究他人隱私是理所當然。 我家在洛
杉磯，常常有朋友從各地過來作客，我對孩子們的要求是，無論
誰到我家作客，客人住的房間，孩子們沒得到同意不能進入。孩
子們因此也養成了不去打擾他人的習慣，即便 有時真的興奮想
去找客人與他們玩，也知道得先敲門說“Excuse me”（打擾了）。

判斷你是否執行好獨立界限，你可以想想當你的孩子剝開一
顆糖，非常自然地把糖紙塞到你手裡時，你是順手丟到垃圾桶呢
，還是對孩子說：“親愛的，垃圾桶在那裡。”然後讓孩子自己把垃
圾丟進垃圾桶。美國很多 富人富可敵國，但他們的孩子卻都要自
己去打工賺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比如最近熱門的富豪總統候
選人特朗普，他的孩子們都非常優秀，但他的孩子們在年少時得
自己打工賺零花錢，特朗普只給他們提供生活費和教育費，連電

話賬單都得孩子自己付。而上大學
以後，除了學費外，其他一切開銷孩
子們都得自己賺取支付。

而且富人的孩子們還不得存有
僥倖心理爸爸可能會把巨額遺產留
給他們，因為爸爸可能會計劃著把
所有財富捐贈出去，就像facebook的
年輕總裁紮克伯格一下子 便捐贈
99%的股份，這也是美國富人們的獨
立界限，錢不一定留給孩子。

對於美國的獨立界限，我非常欣
賞的一點是，美國父母非常重視孩
子冒 險精神的開拓。他們相信孩子
基於好奇心的驅動，天生具備冒險
精神。而冒險精神所賦予孩子的創
造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無窮的。
為此，在美國的森林，你會看見 負重
行走的父母，後面跟著負重行走的
孩子，他們可能徒步幾小時，找一個
適合露營的地方，跟孩子們一起安
營紮寨。在沙灘上，你也會看見美國
父母各拿一塊大的 衝浪板，後面跟
著孩子們各拿適合年齡段的小的衝
浪板，一家人一起沖進大海裡挑戰浪頭。不斷地被巨浪拍進海裡
，鑽出來又重新再來。

寬寬九個月大的時候，我和先生跟隨一個傳教組織到森林裡
露營。當時我用背架背著兒子，我先生背著我們一家人的所有用
品，包括帳篷睡袋食物水炊具還有孩子的奶粉尿布 等等。我原以
為走一會就到了，結果那些老美們帶著我們在森林裡走了兩個
多小時，才找到一個適合做營地的地方，讓我們紮營做飯。晚上
睡在帳篷裡，除了慘厲的風聲外，還
有時遠時近的狼叫，因為美國的森林
都有棕熊或者黑熊，我們得把垃圾掛
到樹上，以免熊來找垃圾吃的而襲擊
我們。一個朋友說他和太太曾經跟孩
子們去露營，睡覺前忘了把垃圾掛到
樹上，結果睡至半夜一頭棕熊來翻垃
圾。嚇得他們大氣不敢出。最後他們
想出一個辦法，把他們的所有炊具，
鍋碗瓢盆之類的使勁敲打，把熊給嚇
跑了。

有一次我們去海灘玩，那是一個
比較荒野的海灘，到了後我被嚇了一
跳，那裡的浪非常高，看起來像災難
片裡的海嘯巨浪，我們站在那裡實在
覺得自己很渺小。我正準備打退堂鼓
，怕海浪把我的孩子沖走了。我先生
向來比較勇敢，但也有點卻步不前。
這是旁邊一個老美爸爸和他四五歲
大的孩子，他們一見這般巨浪便興奮
得尖叫起來。爸爸不顧一切地沖進了
大海，被大浪沖進去又浮起來，不斷
地翻滾著。他的孩子有點害怕不敢到
水裡去，爸爸一直在高喊鼓勵他，最
終孩子也跑到海裡去。見此狀況，我

怕我自己的那種孩子被沖走啦，怕感冒著涼啦，怕受傷啦之類的
擔心理論會冒出來，躲一邊去了，讓老公帶著兒子 也走進海裡去
。

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怕？但美國人樂此不疲，到森林裡露營和
到大海裡衝浪是常見的跟孩子度假的一種方式。到孩子十幾歲
的時候，父母已經可以放心讓他們獨自到森林裡野外生存。想想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應對緊急情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
有多強！

美國人用“界限”實現獨立教育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70313E 簡 AA99教育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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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10情感熱線

男人幼稚起来其实比女人有过之而无

不及，因为是男人又总免不了有自己就是

整个天的念头，孰不知幼稚再加上霸道的

固执，更会损害你们的身心健康。别以为

自己赚不到钱还能骗女人，做不成事还能

成为思想者，老了还是万人迷，女人总会

把你当回事。脚踏实地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真心付出才有可能得到真爱。这个时代

依旧能够成就英雄，关键是做男人先要挺

直了脊梁，不放弃尊严，不抛弃责任。男

人们，也请独立，也请坚强，也请自重。

1、以为自己的远大理想都能实现

即使已经老大不小了，做啥啥不成，

跟头跌了一连串，还以为自己是没得到机

会，一有机会就立刻能飞黄腾达。坐在小

酒馆里喝着“小二”津津乐道的，其实就

是一大大的肥皂泡，还当别人都不知道。

2、以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其实纯属一场白日梦，可有的男人依

旧做。更可气的是，你要真想坏那就索性

坏彻底，吓跑女人们。可偏偏是那些又想

学坏又学不像的，或大坏没有小坏不断的

男人多，骗得女人们无数同情泪。

3、以为自己能娶一富家女从此虫变龙

“傍大款”这事，如今也在一些不学

无术的年轻男人们身上流行，想靠着女人

的石榴裙一夜爆富。熟不知那“软饭”也

不好吃，需要有一副“天生丽质”不说，

有时候先当了牛马就再也翻不了身。

4、以为自己爬上那山就比这山高

这样的男人永远不知道天外有天，人

外有人，有时候干脆就是掩耳盗铃。他们

对事业、对爱情、对女人等等都如此，等

爬到这山又觉得那山高

了。不知足的结果就是

自己累到半死，还得不

到半点真实。

5、以为女人们都贱

有这样想法的男人

，是活该被某些厉害的

女人们折腾的。在情感

上男人一点也不比女人

坚强，真正弄到决裂的

份上，其实是说狠话的

男人多，下狠手的女人

多。弄到爱自己的女人

绝地反击，可不就是男

人们自己犯贱。

6、以为自己一直不会老

男人们总爱把过了

四十的女人说成是“豆腐渣”，其实四十

岁以上的男人有时候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

，连豆腐渣都不如。你以为在自己身边有

年轻女人围着转就不老了"-"等你想证明什

么的时候，已经老了。

7、以为朋友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这仍是当下不少男人的观念，把朋友

情看的比爹妈老婆都重要。如果是真的友

情是应该珍惜，可天天守在你身边风雨同

舟的却是你老婆。别没有刘备的好运气，

却偏偏学他扔老婆，你以为你还能有几个

。

8、以为自己即使成老头了还会有年轻女

人爱

即使有这样的事，那也多是看在钱的

份上，别天真的以为自己是“老玩童”，

其实到头来是你玩不起。金钱永远买不到

真实的感情，而且那时的你真的已经不再

年轻，该安想晚年了。

9、以为情人总比老婆好

这和“老鼠怕猫纯属谣传”的笑话如

出一则，可就是有些男人鬼迷了心窍。情

人不过是一张画皮，披在身上是冰冷，挂

在墙上是梦魇，别不知死活的往上冲，到

时候帮你收尸的只会是你老婆。

10、以为上面所说的自己都没有然后张口

就骂人

其实有些幼稚想法不可怕，谁没天真

过"-"可怕的是自己一直不认为是幼稚，坚

持到七老八十都不改，听不进一点不同意

见。伤别人伤多了是罪过，伤自己伤多了

会变傻。

男人十大幼稚
想法讓女人氣瘋

当年，我追求她的时候，她都

懒得看我一眼，可我这人就这样，

认定的事儿一根筋非要成功不可，

所以经过两年来的“血腥厮杀”，

成功甩掉所有的追求者后，又历经

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艰苦卓绝的爱情

旅程，我和这个有着“万人迷”之

称的老婆功德圆满，走到了一起。

我结婚的时候，姐夫就告诫我

，“女人太漂亮，都用来搽脂抹粉

，哪还有闲工夫给你料理家事。娶

老婆应该娶个会当家过日子的。”

我对这话嗤之以鼻，因为他当年娶

我姐姐的时候，就曾嫌弃姐姐长得

不是很漂亮，虽然表现的不那么明

显，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在他

来对我循循善诱，无非是吃不到葡

萄说葡萄酸，一种嫉妒的心理在作

祟。漂亮的女人难道就不会过日子

吗？这是什么歪理，根本就不成逻

辑吗？

没想到，婚后的两年时间内，

竟被姐夫一语成谶，弄得我心急气

躁，但是也不好发作，所以强忍着

，有时半夜累的腰酸背疼，真想一

头撞死或跳楼得了……

就说我这个万人迷的老婆吧，

家务事她从不插手，我不埋怨她。

每次我在外面累的要死要活，回到

家后一片冷锅冷灶，地板灰沉沉的

一片。可她却翘着腿坐在沙发上，

一手握着遥控器，另一只手还往嘴

边磕着瓜子，看到我回家还理直气

壮的说，“你看我这手，刚刚抹上

指甲油，一碰就坏了！快去做饭啊

，人家快饿死了。”我摇头叹息，

走进厨房，乒乒乓乓的开始忙碌，

但是她就又嚷嚷开了，“你就不会

小点声啊，电视剧正精彩着呢?”

压抑着心中的怒气，等到我把

一切收拾停当，她过来几个香吻就

把我彻底的俘虏了，任劳任怨是我

自找的。

后来，孩子出生了，我本想女

人有了孩子会有点责任感，没想到

她比以前更加的娇弱，每天我去上

班，回到家里孩子还在哇哇大哭，

我问：“怎么了？”

她正在对着小镜子描眉，扭头

嫣然一笑说，“该换尿布了，你也

不提前下班。”

我脾气有点不好，走过去，拿

过她手中的小镜子狠狠的往地上摔

，立刻就碎了一地，“连给孩子换

尿布你都不会吗？娶你有什么用，

你是来当大小姐的吗？”

她倒也有理了，“孩子的哭声

我嫌吵，结婚前我受到过这种虐待

吗？我的内裤都有人帮我洗！我不

习惯小孩子的哭闹，你不知道吗？

现在后悔了？好！我走！”说完，

头也不回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看着她愤怒离去的背影,我有些

恍惚：我该怎么办？孩子该怎么办

？说句实在的，有时候我真的想跳

楼，一头摔死算是解脱！

娶個萬人迷當老婆
讓我焦頭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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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

美国一名军人凯尔•史密斯和他的侦爆犬博德

佐(Bodza)陪伴着彼此完成了无数任务，与其说是战

友，不如更像是家人。直到11岁的博德佐即将离开

人世，史密斯仍旧温柔地在它身旁守护着。

据悉，博德佐从2006年开始，就在美军担任侦

爆犬的工作，负责在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和科威

特等地，帮助军人和居民能够不受炸弹波及，直到

2012年退役。

在这期间，史密斯已经和博德佐培养出深厚

的感情，“我非常喜欢和它工作，博德佐教了我

何谓耐心，它也让我明白这份工作有多重要，因

为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直到2016年，博德佐被诊断出患有退化性脊髓

神经病变，逐渐失去自理以及行走的能力，也慢慢

流失生命力。

经过几番挣扎，史密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

定──对博德佐执行安乐死。为了不要让博德佐感

到孤单害怕，史密斯全程都守在它身边。“我永远

不会忘记博德佐，不会忘记我们之间的感情，因为

我每一天都在想念它。”

軍人與狗作戰6年守護其離世

美国密歇根州一名19岁男孩此前打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世界上最高的

青少年。但能够找到合适的鞋子，成了这

个大个子男孩面临的难题。最终，3D打

印技术帮他打印出了合脚的28号大鞋。

据报道，患有小儿巨脑畸形综合症的

布洛克•布朗身高有7英尺8英寸(约合

2.33米)，这种病症的患病率约为15000分

之一。

布朗的姨妈斯泰西•斯奈德表示，除

了不正常的身高，小儿巨脑畸形还导致布

朗患有背部和膝盖疼痛以及其他病痛。没

人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停止长个儿。

不过，在3D打印技术的帮助下，布

朗终于穿上了合脚的鞋子。美国Feetz制

鞋公司使用一款应用程序，把布朗脚的照

片转换成3D模式，打印出了适合布朗脚

大小的鞋子。

2015年布朗18岁时，他被认定为世

界上最高的青少年。有了这双新鞋，布朗

想他可以再次拿下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称，自己的这双鞋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3D打印的鞋。

世界最高青少年腳太大沒鞋穿

3D打印技術幫忙

澳大利亚女子坎迪斯•凯瑟琳(Candice Catherine)在3年

里收了男友寄来的14封情书，等到男友求婚时，她才发现

14封情书的第一个字母连在一起，竟然是“你愿意嫁给我吗

？”这让凯瑟琳感动不已，最终和男友有情人成为眷属。

据报道，2009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凯瑟琳与丈夫初

次见面，不过当时两人没有交集。直到4年后，两人才有了

认识彼此的机会，相恋一个星期后，她的老公便开始给她写

情书。

虽然两人中途曾分处不同国家约半年，但这丝毫没有影

响他们的感情。相恋3年，老公陆续给凯瑟琳写了14封情书

，每封情书开头字母都是大写。

直到2015年12月16日，凯瑟琳醒来后发现客厅铺满了

玫瑰花瓣和蜡烛，老公坐在沙发上，在桌子上铺开这14封情

书，她才意识到，原来这14封信的首字母拼在一起就是

“Will you marry me？”(你愿意嫁给我吗？)她当场开心的

哭了。

凯瑟琳日前把14封情书和求婚戒指的照片上传至社交网

站，纪念他和丈夫的爱情。她说，她和老公都感谢上天让他

们能在一起生活，她爱她的老公。

女子3年收
14封情書

發現信中竟
有求婚“藏頭詩”

機器黑客
大賽誕生

最強機器黑客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5日宣布，名

为“破坏”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在美国拉斯韦加

斯举行的首次机器黑客大赛中拔得头筹，成为

最强“机器黑客”。

本次大赛旨在提高信息安全，改变目前基

于漏洞的软件安全攻防依赖于人的现状，推动

人工智能参与网络安全攻防。

经过长期的激烈选拔和淘汰，7个决赛团

队最终从100多个来自全球各地的参赛队伍中

脱颖而出。在数千名观众注视下，这7个队伍

的15台超级计算机4日参加了于国际黑客大会

(Def Con)上举行的最终决赛，展开10个多小时

的激烈角逐。

在美国拉斯韦加斯举办的国际黑客大会

(Def Con)堪称全球信息安全领域顶尖峰会，成

为了解未来信息安全趋势的绝佳途径。除了企

业和协会，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国家安

全局等政府机构也是这一大会重要参与者。

此次参赛的这些由顶级安全专家、研究人

员或独立黑客团队研发的“机器黑客”，在积

极“防御”，确保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对竞争

对手展开猛烈“攻击”，力争更快、更多地找

到“对手”软件漏洞，赢得最强“机器黑客”

的称号和相应奖金。

最终，美国“人人享有安全”团队研发的

“破坏”超级计算机系统赢得冠军。这个团队

来自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目前在匹兹堡和

旧金山设有分支机构。

此次荣登冠军宝座的“机器黑客”将与人

类黑客展开巅峰对决。

星期一 2017年3月20日 Monday, March 20, 2017



AA1111

焦点话题

经常和家人视频聊天

柴岳东子现在在法国图尔大学
上学。刚到法国时，爸妈都不会使
用微信，所以他
办了一张带全球
无限通话套餐的
手机卡，隔几天
就给家里的长辈
们打电话问候。

“我爸妈跟不
上 科 技 的 发 展 ，
因 为 我 不 在 家 ，
也没法教他们用
微 信 等 社 交 软
件，我妈的微信
号现在都没有头
像。”柴岳东子哭
笑不得，“现在好
多啦，爸妈慢慢
在学怎么用，偶

尔也会向同事请教，所以我们经常
视频聊天。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年纪大了，不会年轻人的‘稀奇玩
意儿’，所以我还是会经常打电话
给他们。我爸妈也会把我发来的照
片或者视频给他们看，让老人家放
心。”

王 昕 钰 在 卡 尔 顿 大 学 读 书 ，
她平常跟父母联系一般都是微信
打字、语音、视频，基本不打电
话。她说：“对于我来说，微信比
电话方便多了，两地有 13 个小时
的 时 差 ， 难 免 会 有 不 方 便 的 时
候。微信有空的时候回复即可。
但是电话要求双方都有时间，而
且也看不到对方，限制太大了。
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国外上学，家
里人看一眼比什么都强，看看瘦
没瘦，脸色好不好，这样爸妈才
能稍微放心一点。”

有急事仍需打电话

很多学子平时与父母联系都
用 社 交 软 件 进 行 语 音 、 视 频 聊
天，但是在遇到急事的时候会马
上打电话给家人。“我和爸妈在工
作日有空的时候就聊会天，周末
一定要视频。一般有急事才会打
国际长途。”在韩国亚洲大学上学
的苏晓彤说，“有一次我往家寄东
西，结果超过了规定价格，被海
关扣下了，我就给爸爸打电话让
他去济南海关办理手续。爸爸也
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
怎 么 办 才 好 ， 给 我 打 QQ 电 话 ，
我当时没看到。他很着急，然后
就给我电话，问我怎么办才好。”
苏晓彤说。

柴岳东子就是用电话填补了视
频带来的小遗憾。他苦笑道：“过
年的时候，我这边是下午 1 点，家
里是大年三十晚上，晚上 8 点左
右，全家人都在爷爷奶奶家，准备
吃年夜饭。我想这时候跟家人视频

吧。爷爷家在山村，结果老家只有
2G 网，视频好几次都没成功。好
不容易成功了，非常卡，只有图像
没有声音，只好作罢了。最后，我
只好打电话给家里的长辈们拜年
了。”

在 澳 大 利 亚 上 学 的 隋 玉 豪
说：“在悉尼这边，流量很便宜，
所以我会经常和爸妈视频聊天告
诉他们我最近的生活。但是，在
郊区信号时有时无，爸妈发微信
我有时收不到，他们联系不到我
就 很 着 急 ， 就 会 直 接 打 电 话 找
我。一般回国的时候，在机场也
是用电话跟爸妈联系，这样可以
更简单快速。”

联系方式已多样化

每一种联系方式都不是尽善尽
美的。电话联系看不到家人，而且
如果没有电话套餐，国际长途也花
费不小。视频聊天则会受到网络限
制，有时还不能及时联系。目前，
海外学子跟家人联系方式是多样化
的，在不同情况下选择最合适的联
系方式。

当谈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提出的网络提速降费以及降
低国际长途电话费等举措时，学子
表示直接与家人电话联系相对较
少，随着科技进步，联系方式也越
来越多样化，所以降低国际长途电
话费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柴岳东
子说：“我觉得网络提速对我会有
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山村更应该提
速，这样和在山村的爷爷奶奶视频
也更加流畅，让他们也能体验到科
技带来的便捷。”

王昕钰在国外和妈妈视频聊天。
即将采取四项举措
海外学子十分期待

据陈宝生介绍，我国将通过 4 项
举措：一是要给回国人员提供服务，
为其建立“绿色通道”，让他们办理各

种手续更通畅，少走弯路；二是提供
事业条件，以“春晖计划”为例，该
计划已资助了数千名海外人员短期回
国搞研究，支持西部、东北高校和海
外留学人员搞科研合作，目前已经立
项 2000多项；三是提供岗位，例如支
持高校引进各类人才，通过人才推介
会、洽谈会等为回国人员“搭台”；四
是为海外留学人员提供全面、综合、
周到、方便的留学服务，以此让“回
国潮”来得更猛烈。

对于这 4 项举措，身在海外的学
子们反应也各有不同。

尚文龙目前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研读博士后，他说：“我觉得这4项举
措都与我息息相关。比如，在回国办
手续方面，我的一些已经毕业的同学
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一些回国手
续办理的程序十分繁杂，因而会耗费
他们很多精力。如果回国的时候办理
手续的程序简化，有‘绿色通道’的
话，那肯定会减少精力和时间，能让
回国人员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繁忙的
科研、工作当中去。”

丁申现在美国纽约福特汉姆大学
读研，他表示对这 4 项举措比较感兴
趣。“目前我所了解的几个一线城市都
有相关政策引进归国留学生，吸引留
学生回国就业、创业。在我看来，简
化手续，搭建平台和完善服务这三个
方面相对容易。我个人更关心的是，
在我所学对外英语教学专业相关领域
的机会，以及通过以上渠道获取机会
后，接下来能得到的保障和优势。‘春
晖计划’属于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
计划，至今立项也不过 2000多项，但
是整个留学生群体的数量正在逐年上
升，相关方面的需求缺口还是很大；
另外，很多留学生对国内设立的项目

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国家相关的宣
传工作还需要完善。”

“这4项举措中，目前跟我关系最
大的是提供岗位。”卢森通目前在莫斯
科国立大学攻读法律系博士学位，他
补充说，“例如支持高校引进各类人
才，通过人才推介会、洽谈会等为回
国人员‘搭台’。我目前在国外的律师

事务所实习，积累
经验，回到祖国，
运用自己所学习的
知识，更好地为国
家服务。”

“我觉得对我
来 说 第 一 条 最 重
要 。” 艾 文 （化
名） 目前就读于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
他 说 ，“ 说 实 话 ，
中国的有些手续很
复杂，回国创业要
办理的各种手续就
更复杂了。4 项举
措 的 第 一 条 开 辟

‘绿色通道’让部
分本来犹豫的留学

生下定了回国的决心。我相信政府出
台这些政策也会让更多留学生优先考
虑回国发展。”

海外学子要回国
更要放平心态

面对国家将要采取的助推“回国
潮”的 4 大举措，留学生更是坚定了
回来的决心。然而“回国潮”汹涌，
海归就变得不再新鲜。在这股潮流中
回国的海归，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艾文说：“我本来准备到美国定居
发展。现在中央出台了利好政策，我
开始考虑毕业后在美国工作几年积累
更丰富的经验，长了见识后，回国发
展，为祖国建设尽点力。而且海归的
光环已经不再耀眼了。回国最重要的
还是放平心态吧。无论你到哪都得从
头做起，虽然国
家 给 予 了 好 政
策，但那也不会
一帆风顺，平常
心态和不服输敢
闯的精神才是最
重要的。”

面对是否回
国的疑问，丁申
更多考虑的是家
庭因素。“我是
在距离毕业还有
半年左右决定回
国的。因为我留
学的目的就是在
专业领域有所提
升。现在爷爷奶
奶年纪大了，希
望我能离他们近

一点。所以我最终选择回国。”即将裹
挟在“回国潮”中，他也做好了心理
准备：“大城市竞争压力和人才聚集饱
和状态是我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退
一步去二三线城市发展的话，机会虽
然丰富，但是待遇和资源相对一线城
市要差一些。就业不单单是为了寻求
经济保障和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更重
要的是要实现个人精神层面的满足和
来自自己和外界对于自身价值的认
同。这些对于曾经付出更大经济和时
间成本的留学生来说更加重要，因为
需要的是在付出和回报上面的相对平
衡，这些都是我目前的心理准备。”

“我最终肯定是要回国发展的，
我来这里读博士的时候就下定了决
心。我觉得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
好的发展阶段，为广大留学生提供了
好环境。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在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后回国发展，将所学用到
建设国家中。虽然回国的留学生越来
越多，但我认为真正有技能、有知
识、有水平的留学生依然很受欢迎。
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能高估
自己，需要意识到回国后激烈的竞争
情况，对自己现状有清晰的认识，从
而及时地调整心态。”尚文龙说。

希望完善信息渠道
盼招聘平台再多一些

除 了 国 家 即 将 采 取 的 这 4 项 举
措，留学生也针对自己的现状提出了
具体的期待。

国外也有很多获取求职信息的通
道，但是丁申依然有自己的期待：“希
望国内的在线就业平台能更加规范一
些。另外由于海外留学生一般没有校
园招聘，所以希望能有一些正规的留
学生集中就业招聘活动。”

“希望对于留学生回国的服务措施
更细化。我们国家东西部的信息和服务
相差很大，希望国家能够综合调配资源，
实现全国各地都能提供良好服务来吸引
留学人员回国。”尚文龙满怀期待地说。

3月12日，我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称，将采取四大措

施，让留学生“回国潮”来得更猛。在我国的吸

力与留学国家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原本不打算回

国的留学生是否有了新想法？而决定当“海归”

的学子心态又有什么新变化？

卢森通 （右一） 与同事一起庆祝德和衡律
师事务所在莫斯科开业一周年。

尚文龙 （左三） 在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与其导
师和考官合影留念。

（题图来源于网络）

网络提速

学子与家人联系更密切
王金铭

毕业了 回国吗？
吕程程

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网络提速

降 费 要 迈 出 更 大 步

伐，年内全部取消手

机 国 内 长 途 和 漫 游

费，降低国际长途电

话费。此举对学子将

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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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 休 士 頓 論 壇 」 (Houston

Asian Voice)周四晚間7時30分，
這次討論重點將放在趨於白熱化的
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和朴槿惠彈劾下
台給台灣的啟示，節目也跨海連線
，獨家採訪國民黨主席參選人韓國
瑜，讓他談談參選訴求、兩岸關係
與選後黨內團結等議題。節目由常
中政(中)、馬健(左)主持，再度邀請
國民黨海外黨代表陳煥澤(右)擔任
嘉賓，錯過本次節目，下一次節目
播出將是3月30日，可隨時關注本
報節目預告。

休士頓論壇海外獨家連線創節目首例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
在NRG體育場正舉行2017年休士頓第85屆牛仔節(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每到周末便吸引大批人潮，越到

晚煎牛仔競技賽和演唱會時間，更是把會場擠得水洩不通。現
場有牲畜展、牛仔競技和賽後的演場會，室外則有大型遊樂場
，美食攤和遊樂設施一應俱全，嘉年華活動老少咸宜，適合全

家大小同歡，民眾可把握時間，到場體驗西部風情牛仔文化，
感受德州畜牧業發達。有興趣的民眾，可參考官網 http://
www.rodeohouston.com/。

休士頓牛仔節吸引大批人潮 嘉年華老少咸宜

嘉年華上有許多美食嘉年華上有許多美食，，尤其超大烤火雞腿是都吸引遊客大排長龍尤其超大烤火雞腿是都吸引遊客大排長龍 小小騎師傳承牛仔精神小小騎師傳承牛仔精神，，趣味性十足趣味性十足。。嘉年華上的小朋友騎羊嘉年華上的小朋友騎羊，，可愛逗趣可愛逗趣，，吸引遊客加油歡呼吸引遊客加油歡呼。。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
臨，順應時代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
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型態美南資訊網
站 「今日美國」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

年全新上線，帶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進
入新紀元。

「 今 日 美 國 」 網 站 (www.to-
day-america.com)升級原有美南新聞網
站，以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
供最強大的實用的資訊平台」 為宗旨，把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成為全方位的
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
包含美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
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者最在地的北美生
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 網站， 「讓今日與
眾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
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最堅實的新聞
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
包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
塊、美南電視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
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另外，美南麥當勞
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與
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

，網站便利讀者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
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15.3頻道每周七天，持續
每天24小時播出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
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
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
當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
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
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美南麥當

勞教育展和春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
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關資訊，持續
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 」 ，或輸入
「www.to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鬆

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
日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
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20172017全新上線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讓今日與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