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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年度上漲美國房價年度上漲33..55%%市
場
預
測

市
場
預
測

VeroFORECASTVeroFORECAST市場預測市場預測，，全美房價在未來一年全美房價在未來一年
會持續上升趨勢會持續上升趨勢

據房產諮詢公司Veros最近
發布的 VeroFORECAST 市場預
測，全美房價在未來一年會持續
上升趨勢，預計升值約3.5%。只
有4%的房產市場房價可能會下
滑。

Vero-
FORECAST 預
測，2017 年 3
月 1 日到 2018
年 3 月 1 日未
來 1212 個月個月裏，
全美房價平均
將 上 漲 3.5%，
漲幅略低于去

年的預測值3.7%。
儘管房價升值

與預期值有細微差距，但全美主要市場兩者的
預測值基本相同，美國西北部稱增長排名前十
的大城市有9個城市與預期相符。西雅圖和丹
佛再次排名占據前兩位，估計上漲率分別為
10.7%和9.6%。俄勒岡州的波特蘭（Portland）和
尤金（Eugene）及科羅拉多州的柯林斯堡（Fort
Collins）也位居前五大市場，預測升值範圍在
8.1%-10.7%。

“西雅圖

市場房屋供應量依然吃緊，勉強超過一個月，人
口持續增長，失業率與全國4.8%的速度相比只
有4.2%，”Veros負責統計及經濟建模的副總裁
Eric Fox說。“同樣，丹佛房屋庫存緊張，只夠銷
售1.2個月。加之2.8%的失業率和人口的快速增
長，使得丹佛成為美國最強勁的市場之一。”

Fox說，佛羅裏達和德克薩斯州部分地區，
尤其是達拉斯和奧斯丁房產市場，也預測到類
似的趨勢，但有許多市場升值不會這麼大，特別
是那些典型的高價位的市場。

“關鍵是，儘管市場整體處于強
勢，但對利率變化敏感的市場開始顯
示出崩潰的跡象，”Fox說。“這些市
場主要是一些非常昂貴的市場，利率
增長使購買力薄弱的消費者需求嚴
重疲軟。”

Fox說，加州灣區就是一個典型
的例子。“預計舊金山明年房價升值
只有4%，低于上個季度近6%的預測
值，”Fox說。“聖何塞也有類似表現，
本季度升值略微超過4%，上一季度
達6%以上。這些市場的長期預期值
顯示的水平更為疲弱，預計截止未來
24個月，升值幅度降到只有1%。”

總體來說，預計未來12個月阿拉巴馬州擁
有最糟糕的房產市場，倒數前5大市場之首為
溫泉城（Hot Springs）房價將下降2.6%，緊隨其
後的是史密斯堡（Fort Smith，-2.4%）和派恩布拉
夫（Pine Bluff，-2.1%）。倒數前5大市場還包括，
康涅狄格州托靈頓及紐約賓厄姆頓市場跌幅分
別為2%和1.8%。

“全國表現最差的市場始終是在人口變化
趨勢多年來呈持平或穩步下降的地區。”
(互聯網資訊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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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是什麼?
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即“共同申報準則”。

2014年，經合組織(OECD)發布了《金融賬戶信息自動交換標準》，
旨在打擊跨境逃稅，標準中即包含“共同申報準則”(CRS)。

2017中國正式啟動了CRS，但應認識到這已超越稅務範疇。

CRS和之前的信息交換規定有什麼區別?
目前，世界上有大約3000多個關于雙邊稅收的協定，其中

絕大多數都包含情報交換條款。但是，這些情報交換是根據申請
進行，並非自動完成，申請時需要提供涉稅的證明材料，所以實
踐中作用非常有限。而CRS將是自動的、無需提供理由的信息交
換。

CRS的運行機制什麼樣?
舉例來說，中國和新加坡采納“共同申報準則”(CRS)，中國

稅收居民在新加坡金融機構擁有賬戶，則該居民的個人信息以
及賬戶收入所得會被新加坡金融機構收集並上報新加坡相關政
府部門，並與中國相關政府部門進行信息交換，這種交換每年進
行一次。理論上講，中國稅務部門將掌握中國稅收居民海外資產
（具體形式見下文）的收入狀況。

哪些類型的資產信息將被交換?
• 存款賬戶
• 托管賬戶
• 現金值保險合約
• 年金合約
• 持有金融機構的股權/債權權益
• 既購買保險、股票、基金等金融產品，甚至在有雙邊協

定的國家開戶，必須申報稅務情況。

中國CRS時間表：
《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辦法》

2017.1.1開始
對新開立的個人和機構賬戶開展盡職調查；

2017.12.31前
完成對存量個人高淨值賬戶（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金融賬

戶加總餘額超過600萬元）的盡職調查；
2018.12.31前
完成對存量個人低淨值賬戶和全部存量機構賬戶的盡職調

查。
自2016年開始，英國附屬及海外殖民地需要將英國居民及

其公司所開設的金融賬戶信息自動搜集報送到稅務部門。其所
涵蓋的離岸群島包括我們最常見的“避稅港”如英屬維爾京群島
、開曼群島、百慕大等等。

很久以來，瑞士作為一個擁有全球最嚴格銀行保密法的國
家，吸引並管理著全球眾多富豪的資產。然而這樣森嚴的大門還
是被稅務合作撬動了。自2008年以來，瑞士銀行業爆出各種因
隱匿客戶資產逃避納稅義務而受罰的案件，迫于壓力，瑞士決定
從2010年10月1日之後新簽訂或新修改的稅收協議的情報交換
條款采納經合組織標準，在信息交換的領域做出了重大讓步。這
還不夠，歐盟希望瑞士銀行業能夠更加主動的提交客戶金融信
息。因此，從2011年9月開始，瑞士陸續與德國、英國、奧地利等
幾個歐洲國家簽訂了雙邊性的“魔方協定”。

澳洲和加拿大2017年7月1日起後將把所有在澳在加的中
國人財產信息交給中國。所有非澳洲加拿大公民（只要你不拿澳
洲加拿大護照的！包括：留學生，旅游者，訪問人員，持綠卡楓葉
卡的移民）在澳洲加拿大投資股票，以及銀行開戶和餘額，個人
資產細節和個人信息等情況都會披露至中國相關部門！

至2017年9月，將有包括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開曼群
島、巴巴多斯等54個國家地區承諾進行第一次金融賬戶信息交
換，2018年9月，又會有包括香港、巴拿馬等47個國家地區承諾
進行第一次金融賬戶信息交換。中國是屬
於第二批，即從2018年9月實行第一次金
融賬戶信息交換。同時在不同時間進行交
換的國家還有冰島，印度，以色列，新西蘭
……

可以說，CRS的推出對普通工薪階層
而言沒有任何影響，但為何在高淨值群體

中泛起波瀾？因為有海外
賬戶。

舉例來說，我國公民
在法國某金融機構開有一
個金融賬戶，在法國就會
被認為是非居民金融賬戶
，該賬戶信息就會經由法
國金融機構報送至法國稅
務機關，然後交由我國稅
務機關，由我國稅務機關
識別是否已為該賬戶資產
報稅，如果沒有則要進行
追繳。簡言之，中國CRS出
臺，意味著中國稅收居民
的海內外賬戶將會更加透

明化，單純通過海外賬戶避稅的可能性會
進一步降低。

這種可能性會有多低呢？目前已有101個國家（地區）承諾實
施，中國個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銀行賬戶信
息，將會自動呈報給中國稅務機關。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並未加入與中國相關的CRS計劃中，因
美國並不屬於OECD發布的已經簽署或者承諾簽署CRS的國家
或地區，被列為非CRS參與國，其通過FATCA法案實現金融賬
戶涉稅信息交換。與中國相關的CRS影響的是100多個簽約國
的非稅務居民，影響範圍更為廣泛。有些人即使不需要根據美國
FATCA上報財務賬戶，在CRS下，就需要上報！

但海外資產配置主流的美國房地產投資，不屬於CRS交換
信息行列。

2017年，美國房產將迎來哪些變化
美國《財富》認為海外投資者將會一如既往地來到美國投資

房地產。
2017年，中國正式啟動了CRS全球徵稅計劃。
在全球匯率波動、特朗普頻發行政令、英國“脫歐”啟動等多

重因素的影響，國際經濟環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革，人民幣的
購買力也在持續下降，配置海外房地產已成為眾多國人應對資
產荒的首選。

而美國並未加入與中國相關的CRS計劃中，海外資產配置
主流的房地產投資，也不屬於CRS交換信息行列。因此，在非
CRS國之一的美國進行置業投資，已成為當下中國高淨值人群
在CRS全球徵稅時代調整全球資產布局的首選。

(續下頁)

20172017年中國啟動年中國啟動CRSCRS 美國未加入美國未加入
美國房產將迎來哪些變化美國房產將迎來哪些變化

海外資產轉移目的地
當離岸中心同時也是良好的客戶定居地時，該目的地將具有

更強的吸引力

資料來源：根據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和中國建設銀行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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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仍然是美國
第一，美國宏觀經濟對房地產是利好的，失業率創新低，最

低到了4.6，這是美國歷史上沒有的。
第二，是美國房地產投資收益率和10年期國債利率利差基

本保持穩定，無風險收益上行趨勢尚未影響到房地產投資收益
率。

第三，美國商業
成為全球投資的主要
標的。在2016年前三
季度投資中，跨境投
資有47%投向了美國
，這說明世界資本對
美國很青睞。我們中

國資本的選擇餘地非常大，但總體來說，也是把美國作為自己的
首選地。

未來幾年，美房地產將持續反彈
《財富》每年都在年初預測未來的房地產投資趨勢，今年也

不例外。不過與過去幾年不同的是，《財富》認為美國房地產將會
在未來持續反彈，並出現五大趨勢。

1、利息上漲
《財富》認為投資者對這件事情大可不必驚慌，據預計，30

年的固定利率將不會超過4.3%，這對大部分選擇30年固定利率
貸款的房地產投資者而言是個利好消息。

2、貸款額增加
儘管美息上漲，但不妨礙抵押貸款的政策在未來將會繼續

寬鬆。聯邦住宅管理局將會沿用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開啟的政

策——對第一次購買房屋的買主降低費用。
3、更多新屋被建設
這幾個字恐怕是投資者最愛看到的，2016年整體房屋建設

比2015年還高出了5個百分比，同時在2017年可預計的高收入
、寬鬆貸款以及市場需求會繼續刺激房屋製造商加大建設新房
的資金投入量。

4、中級城市崛起
經濟復蘇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是像紐約、洛杉磯這樣的美國

一線城市。除此之外，美國中級城市如奧蘭多、邁阿密也受到了
人們的追捧。

5、吸引外來投資者
海外投資者進入美國投資房地產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財

富》認為海外投資者、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投資者將會一如既往地
來到美國投資房地產。(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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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中國啟動年中國啟動CRSCRS 美國未加入美國未加入
美國房產將迎來哪些變化美國房產將迎來哪些變化

在國內房價一路狂奔過程中，人們恐懼、
貪婪、焦慮、崩潰……各種情緒交雜，如今終于
被政府懸崖勒馬，百姓終于安心籲口氣，而富
人們早已享受了這場資本盛宴，將投資的眼光
轉向海外。其中，美國作為經濟發達、資源豐盛
的超級大國，無疑成為投資的熱衷地，但其受
經濟危機的影響甚深，加之目前不穩定的政局
，讓投資者心生顧慮。那麼，美國的房產市場走
勢到底如何呢？

美元匯率
美國政府政策短期利率第二次加息，從

0.25%增加至0.5%。分析：在未來短期利率還有
可能會增加，但是步伐會緩慢，按揭利率的增
加預計會比短期利率緩慢。外國投資在不動產
稅收法案 (FIRPTA)— 奧巴馬總統簽署緩解了
一個35年的外國投資美國房地產的稅收法案。

美國政府政策短期利率第二次加息，從
0.25%增加至0.5%。分析：在未來短期利率還有
可能會增加，但是步伐會緩慢，按揭利率的增
加預計會比短期利率緩慢。外國投資在不動產
稅收法案 (FIRPTA)— 奧巴馬總統簽署緩解了
一個35年的外國投資美國房地產的稅收法案。

分析：預計會有更多的海外投資者投資美
國房地產。

分析：表示和其它國家比較，美國的經濟
更是強勁。這個趨勢會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資者
來美國投資。

美國房產現狀

房地產開發去年11月頒發的新的住宅建
築許可證數量比十月激增11 %，比前年11月份
上漲了19.5 %。新的許可證在西部和中西部頒
發的最多，增長約22%。破土動工的地產項目
比去年10月份增長了10.5 %，比前年同期增加
了16.5 %。分析: 頒發的新的住宅建築許可證數
目超過進行中的建築項目數目多達10%的時候
，表明新的建築項目將會不斷破土動工。開發
商對地產前景樂觀，預示著住宅建設開發有上
升的趨勢。房地產銷售美國去年11月房地產銷
售比10月上漲了4.3 %，與前年同期增長9.1 %

分析：表示住房市場復蘇很有可能會趨于
穩定。美國房價增長美國最熱的房產市場，主
要是西海岸，繼續呈現兩位數的房價漲幅。舊
金山，丹佛，波特蘭和俄勒岡州，都比去年同期
增長了10.9 %。

美國商業房地產價格已超過2007年的峰
值16%。最搶手的房產價值已經升值60%，包
括紐約等大城市的辦公樓和公寓大樓。商業地
產的業績如此顯著優于股票和債券，這種情況
一般不多見。

分析：從長遠來看，預計投資房地產的收
益處于股票和債券之間。租金上漲和經濟改善
可以合理解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即使考慮到
借貸成本增加的因素。

2017年預測短期利率和按揭
利率

預計美聯儲2016年年底以前會提高短期

利率至現在的四倍左右，平均按揭利率會高達
4.5%。

各大城市的房地產銷售和就業紐約，亞特
蘭大，芝加哥和洛杉磯，以及舊金山灣區，丹佛，
西雅圖和奧斯汀的高科技中心，不但今年具有較
強的就業增長，也是全美最活躍的房地產市場。
預計以上城市的房地產銷售和就業率在2016年
將穩定增長。住宅房地產住宅房地產預計將成為
經濟復蘇的最大催化劑之一。美國西部和東北部
的房價和租金預計會上漲，其中包括紐約和三藩
市。價格的上升步伐可能會下降。

CoreLogic預測2017年美國經
濟增長2%到3%：

1、按揭利率增長0.5%；
2、超過130萬的新家庭將形成；
3、租賃市場 —入住率高，租金上漲；
4、業主市場 —房產銷售上漲5%，房地產

價格上升4%到5%；
5、單獨家庭房子會減少，多家庭房子增加
商業房地產短期利率雖然上漲，可還是較

低。房地產市場的主要驅動力是國民生產總值
的增長和信心指數，這些數據現在都很好。因
此，短期利率增長不會影響房地產價格。通貨
膨脹和工資的增長都不是特別快，但它失業率
現在僅5%，未來有可能會更低。平均收入有可
能會突然急速上漲。隨著經濟的增長淨吸納量
和空置率在下降，這個趨勢將在2016年和2017
年持續。即使租金增長，房地產的回報也沒有

以前高，這是所有資產投資的趨勢。租金增長
率很有可能在2至4%之間，資本化率會持續下
降。

辦公樓預測會有高于平均水平
的租金增長

總的來說，美國經濟復蘇進入上升軌道。
美元升值，失業率降到7年的新低，工資上漲，
美國政府緩解對外國投資者房地產的稅收法
案，這些對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都有積極正面的
作用。

目前的現狀是房價在上漲，頒發的建築許
可證數量在增加，新的建築工程破土動工的數
量也有上升的趨勢，房地產銷售和租金上漲。

房地產前景樂觀，2017年將會有很好的一
年。房地產會擁有良好的增長和充足的投資資
金。雖然美聯儲加息，短期利率有上升的趨勢，
但這不足以對房地產造成負面影響。

( 文 章
來源：網絡)

2017201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將如何發展年美國房地產市場將如何發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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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能力大起底買房能力大起底
美國年輕人首付幾乎為零美國年輕人首付幾乎為零

房子已成人們生活中一個越來越重的砝碼
，在年輕人的世界裏，房子更成為日常生活的重
要組成部分。在中國，20來歲的年輕人紛紛擠進
買房隊伍，不惜做“房奴”也要買套房子。在中國
之外的國家，年輕人是否也同樣背負著房產的
枷鎖呢？我們來看一下。

世界各國年輕人買房能力大起底
美國：年輕人房貸首付幾乎為零

美國年輕人買房，都是找銀行貸款。所以，
信用分數和收入很重要。美國人的信用分數是
從第一張信用卡開始算的，你的任何貸款（包括
學貸、車貸等），都和這個分數緊密相關。總的來
說，信用分數越高，貸款利息越低。

2008年次貸危機前，美國年輕人買房需要
付的首付超低，甚至有零首付的現象。銀行貸款
批得也容易。現在銀行謹慎多了，首付也提高了
，一般為5%-20%。

雖然買房並不難，但35歲以下的美國人中
，房屋擁有者所占比例並不高。美國年輕人經濟
獨立，沒有來自父母的資助，同時也不怎麼存錢
。因為要還各種貸款，加上近幾年經濟發展緩慢
，很多美國年輕人根本就沒有什麼結餘。

那些能存下錢的人，也不一定就這麼早想
買房安家。再加上投資種類繁多，買房容易養房
難，還是租房各種省事。種種原因，造成了美國
年輕人買房的比率較低。

澳大利亞：買房壓力小，購房比例不高
澳洲年輕人大多對房子沒有太特殊的情結

。家裏能給準備一個房子最好，沒有的話能租一
個，有地方住就好，不一定非要買。大多都是年
紀比較大、有家庭孩子的人，才考慮買房。

對于在澳洲有工作的年輕人來說，其實買
房最大的障礙，還是如何攢夠首期——一般是
20%。目前澳洲屬於利息極低時期，而租金又極
高，交房之後貸款利息基本上已低于房租。

總
體來說，
澳 洲 年
輕 人 只
要 工 作
穩定，尤
其 是 雙
方 都 工
作 的 年
輕夫婦，
房 子 的
壓 力 還
是 比 國

內的年輕人小很多的。

英國：年輕人首次購房向父母尋求資金
調查顯示，英國大約三分之二的首次購房

者，都曾向父母尋求資金幫助。這一方面突顯出
英國本土人對樓市繁榮的擔憂，另一方面也透
露出英國年輕人當下的生存狀態和買房困境。

近幾年，英國房價年漲幅達10%，放貸標準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收緊，銀行現在要求購
房者繳納更多首付。英國抵押貸款機構Halifax
訪問20-45歲人士的調查報告顯示，63%的購房
者從父母那裏尋求了資金幫助。
當前，作為普通白領的英國人面臨的購房困境，
主要有房價高企、年輕人信用額度低、與亞洲投
資者競爭，以及在城市交通和城鄉差別中做選
擇等問題。這些與中國當下的年輕人購房困境
頗為類似。

加拿大：年輕人攢夠首付就買房
加拿大目前有1/5的家庭，必須用其稅前收

入的30%支付房貸。隨著利率水平的提高，他們
負擔房貸的能力還在不斷削弱。

在加拿大，除非特例，很少能在大中型商業
銀行找到首付低于20%、還貸期超過40年的房
貸。這種做法，是為避免家庭衝動型購房，避免
過高的房貸金融風險和房地產泡沫。

加拿大的房屋產權是永久性的，但每年要
交0.5~1%的物產稅。60萬美元左右的房子，一般
要交5000美元/年的房產稅。

如果按70年、3%利息算，也要交100多萬
美元的稅，又夠買一套更好的房子了。這樣看來
，加拿大年輕人的買房處境其實跟中國年輕人
也差不多。

貸款買房在加拿大是主流，拿現金買房的
事情在中國人到來之前房產經紀都是聞所未聞
的。所以，他們首付並不需要攢很多錢，只要有
工作，每個月慢慢還即可。

尤其是房租還很貴，跟房貸不相上下，這種
情况下，能攢夠首付的，基本都會考慮第一時間
買房。加拿大年輕人一般要1/3到 1/2工資還房
貸。

新加坡：年輕人買房無壓力，政府照顧
新加坡政府對于低收入家庭購買組屋，也

有各種政策照顧。對于低收入家庭購買組屋，政
府會根據具體情况最高給出4萬新幣的補貼。

年輕人買組屋買得跟父母近，也是政府考
慮的情况。符合收入條件的年輕家庭，買新組屋
跟父母做鄰居，政府補貼1萬新幣。有這補貼，買
個30萬左右的組屋，首付基本就沒問題了，三
十年貸款，月供使用公積金就可以。

組屋是銷售給家庭的，也就是說，單個年輕
人不可以購買，年輕人要購買組屋的話，必須先
結婚。

新加坡年輕人只要有正當工作，買房甚至
可以不用掏一分錢（當然這是很極端的情况，不
過確實有）；然後，住幾年年賣掉，還可以賺上一
筆。

中國：年輕人買房只能“啃老”
隨著房價不斷飆升，中國大學生難以承擔

畢業後經濟壓力的現狀，已經越來越普遍。
年輕人工作後時間不長就要面臨著結婚、

成家的問題，住房消費因此成為他們的最大也
是壓力最重的支出。

目前，中國年輕人買房或多或少都要靠父
母補貼，少則幾十萬，多則數百萬。

韓國：年輕人買不起房
韓國與中國相鄰，連房地產的問題也類似。

從2014年4月份起，被稱作韓國房地產價格風
向標的首爾江南地區住宅每坪的價格已經突破
3000萬韓元（1 坪等于 3.3 平方米，1 美元約合
970韓元）。

因此，男方的父母都會拿出多年的積蓄給
兒子買房。家長沒錢或兄弟多的年輕人就只能
選擇租房了。

法國：年輕人掙錢也不買房
法國的房價情况如何，法國如

何控制國內的樓市？在法國工作的
中國人郭斌說道，“我每個月都有
住房補貼，在法國，不用買房子，不
值得。像我住的房子，25平方米，
價格是2萬歐元左右，買了也沒潛
力。像外國人，買了房子以後，只能

居住，如果離開法國
，房子必須賣了。幾
年間，沒啥升值，所
以很多人都不買房子。”

“房租非常便宜。法國對房租的控制很嚴厲
，他們建了很多廉租房。如果你沒有房子，還是
剛工作的，拿著收入證明就可以去申請了。可以
發補貼，也可以住廉租房，自由選擇。”

“在法國，年輕人掙錢、都去消費了，像旅游
等。”郭斌說道，“這幾天，住房補貼發下來了，每
個月是172歐元。我在法國租的房子是25平方
米，月租金300歐元，我一個月的工資是1500歐
元，這個收入在保障範圍內，有住房補貼。”

日本：房貸零首付貸款壓力小
整體上來說日本的年輕人可以用收入的不

到1/5來供一套150平米的土地，樓上樓下120平
米左右的小樓，當然是沒什麼壓力。除了東京市
中心的房子特別貴一些，想要擁有一套自己的
住房並不困難。

但大多數日本人並不急著買房，人年輕的
時候有各種可能性，可能會換工作，也可能被派
到其他城市工作，租房住更方便些。

房租並不怎麼貴，同樣除了東京以外，不比
京滬貴多少。就算租不起還可以申請租金和其
他成本（給房東的禮金押金等等）相對便宜的公
營住宅。

日本租金水平已經穩定了很多年了，法律
也保護租房者利益，房東單
方面提出漲房租不給就請租
戶離開的事情不會發生
，租房沒什麼不便，更不
會有孩子上不了戶口，
沒辦法上學等等事情，
所以結婚時也沒有女方
一定要求男方有房的社
會風氣。(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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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1億多人居住在空氣高度污染的地
區，這一數字比前一年大幅下降，這是自1973年

“清潔空氣法”通過以來人們看到的改善。不過，
2017年顆粒污染的天數卻在大幅上漲。

據24/7 Wall Street報道，美國肺科協會的
“2017年空氣狀况”（State of the Air 2017）報告
顯示，1.25億美國人生活在有高濃度臭氧或有害
顆粒的地區，而加州污染最為嚴重，其中長堤
(Long Beach)與洛杉磯為全美空氣污染最嚴重
的地區。

報告對最多污染的城市按照高臭氧天數、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哮喘患者等指標進行了
排名。在15個臭氧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有8個
來自加州。而生活在這些地區增加了患肺癌、哮
喘、心臟疾病，以及出現生殖問題和其他疾病的
危險。

此前，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的一份報
告說，80%以上的城鎮地區居民呼吸的空氣不
安全。WHO警告稱，空氣污染會對城鎮居民健

康造成嚴重影響，
可能導致中風、心
臟病、肺癌以及包
括哮喘在內的慢性
和急性呼吸道疾病
。

為此僑報網提
醒，如果把健康當
回事，可以考慮遠
離這些空氣污染嚴
重的城市。

15. 科林斯堡，
科 羅 拉 多 州

（Fort Collins, CO）
高臭氧天數：19.7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6.8
哮喘患者：29,892
人口：333,577

14. 埃爾森特羅，加州（El Centro, CA）
高臭氧天數：22.5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13.1
哮喘患者：13,587
人口：180,191

13. 達拉斯-沃思堡，得克薩斯州-俄克拉
荷馬州（Dallas-Fort Worth, TX-OK）
高臭氧天數：23.2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9.3
哮喘患者：580,241
人口：7,538,055

12. 休斯頓-伍德蘭茲，得克薩
斯 州（Houston-The Wood-
lands, TX）
高臭氧天數：23.3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11.6
哮喘患者：527,088
人口：6,855,069

11. 丹佛-奧羅拉，科羅拉多州
（Denver-Aurora, CO）
高臭氧天數：23.7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7.8
哮喘患者：305,473
人口：3,418,876

10. 拉斯維加斯-亨德森，內華
達州 -亞利桑那州（Las Ve-
gas-Henderson, NV-AZ）
高臭氧天數：23.8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10.1
哮喘患者：182,738
人口：2,362,015

9. 紐約-紐瓦克，紐約州-新澤西州-康乃
狄 克 州 - 賓 夕 法 尼 亞 州（New
York-Newark, NY-NJ-CT-PA）
高臭氧天數：24.0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9.4
哮喘患者：2,213,737
人口：23,723,696

8. 薩克拉門托-羅斯維爾，加利福尼亞
州（Sacramento-Roseville, CA）
高臭氧天數：31.0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9.1
哮喘患者：193,108
人口：2,544,026

7. 聖地亞哥-卡爾斯巴德，加利福尼亞
州（San Diego-Carlsbad, CA）
高臭氧天數：31.2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10.0
哮喘患者：249,732
人口：3,299,521

6. 莫德斯托-默塞德，加利福尼亞州
（Modesto-Merced, CA）
高臭氧天數：33.3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13.8
哮喘患者：60,784
人口：806,843

5. 鳳凰城-梅斯-斯科茨代爾，亞利桑那
州（Phoenix-Mesa-Scottsdale, AZ）
高臭氧天數：34.7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
數：7.7
哮喘患者：447,465
人口：4,574,531

4. 維塞利亞-波
特維爾-漢福德
，加利福尼亞州
（Visalia-Por-
terville-Ha-
nford, CA）
高臭氧天數：92.5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
數：22.2
哮喘患者：45,832

人口：610,828

3. 弗雷斯諾-馬德拉，加利福尼亞州
（Fresno-Madera, CA）
高臭氧天數：92.8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15.4
哮喘患者：85,068
人口：1,129,859

2. 貝克斯菲爾德，加利福尼亞州（Ba-
kersfield, CA）
高臭氧天數：100.5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20.8
哮喘患者：66,194
人口：882,176

1. 洛杉磯-長灘，加利福尼亞州（Los
Angeles-Long Beach, CA）
高臭氧天數：142.3
不健康顆粒污染天數：9.4
哮喘患者：1,412,273
人口：18,679,763
（取材網路）

還在洛杉磯買房 美國頭號污染城市是它美國頭號污染城市是它

洛杉磯洛杉磯--長灘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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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工作想要一帆風順，步步高升？不管
你是職場菜鳥，還是已經混得小有成就，以下的
15個錯誤可千萬犯不得，一點疏忽大意恐怕就
會讓你的事業前程輕則多些不必要的坎坷，重
了恐怕甚至會全盤葬送。

1.沒有金剛鑽，還想攬瓷器活
如果你還在找工作階段，那麼最好還是保

守點，別去申請那些自己其實根本不夠資格的
崗位。那樣你是在浪費自己和招聘者的寶貴時
間。雇主想招的肯定是各方面條件最適合的人，
就算你僥幸矇騙過關拿到了工作，真幹起來以
後恐怕會招架無力。

2.在社交網絡上發表不合時宜的內容
小心你的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賬號，它們

可以讓你的雇主同事們知道關于你的太多事情
，從而產生各種看法，即使通常是片面的。所以，
在發布任何評論、文章、照片，或者轉載什麼東
西之前都別激動別衝動，停幾秒鐘想想看——
它們會不會顯得你很腦殘？會對你所在的公司
產生什麼影響？

牢記這一點：你在網上發布的任何東西，甚
至包括電子郵件，都有可能被你並不願意他們
看到的人看到。

當然了，如果別人在網上完全搜索不到你
的名字，那也不是什麼好事——他們很可能覺
得你這個人有問題。

3.你的LinkedIn賬號都快變成僵尸號
盡管LinkedIn死板生硬的推廣模式已經被

廣為吐槽，不過你還是不得不承認，在美國，想
要在職場上有好發展——擴展職業人脈，吸引
潛在客戶，讓可能的雇主注意到你並有好印象
——那麼一定要有能拿的出手的LinkedIn資料
。所以，快去把它好好整理整理吧。記得頭像千
萬別是個太隨意的。

4.神神秘
秘 當 個
“獨行俠”

這 可
一點也不
酷。蝙蝠俠
都需要有
羅賓做助
手。如果你
想轉行，調
崗，換公司
，或者回校
深造，別猶
豫，告訴家
人朋友你
的想法，尋
求他們的
建議。在工

作中遇到問題了想知道怎麼辦？那就去找個職
場導師交流一下。一直孤軍作戰也挺寂寞的不
是？

5.與潮流脫節
不是說你得穿得多麼先鋒時尚（當然如果

你在時尚圈混，那還是必須的），而是說你得時
刻跟進你所在行業的最新動向。瞭解相關的新
聞，知道行業未來發展的趨勢，明白你自己所處
的位置。

6.妄自菲薄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講究要當個“謙謙君子”

，但在這弱肉強食的美國職場中，一味謙虛可行
不通，這裏強調的可是個人價值。儘管大膽地在
跳槽時要求新東家給你加薪吧。

7.不參加同事們的活動
同事們相約喝酒、吃飯、逛街、出游，你一個

也不參加？別以為這樣會顯得你很高冷有逼格，
你在同事中的人緣可能就這麼完蛋了，回頭想
參加了人家都不帶你。多參與這些看似和工作
無關的活動其實是加強職場人際關係最行之有
效的做法，在辦公室人緣好了自然工作也會更
順利。

8.被雇之後就覺得一勞永逸
每個月都能按時領到工資單感覺挺爽的？

別讓它們成為慢慢變熱的溫水，而你變成被煮
的青蛙。就算已經有了穩定工作，也別懈怠發展
人際關係，更新自己的簡歷，時刻關注行業趨勢
，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9.像祥林嫂一樣抱怨個沒完
工資低，上司刁難，總得加班，每個在職場

打拼的人都經歷過這些事。你當然有理由感到
不爽，偶爾發泄一下，不過小心千萬別把抱怨的

話天天挂在嘴邊，到處
傳播負能量，你的同事、
家人和朋友也沒有義務
總受你這樣騷擾。

10.帶病工作
別以為有人會因為

你帶病去公司上班而感
動敬佩，認為你是個好
員工。尤其如果你得的
是流感這樣的傳染病，
你的這種做法是在讓全
辦公室的人都受到威脅
，還是好好在家養病吧。

11.停下學習脚步
不要以為有了工作

就能夠一勞永逸勞永逸，，從此從此
吃你從學校學來的老本
——你很快就會坐吃山快就會坐吃山
空的。每一行，每一種工
作，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一朝停止學習，那麼
回頭最先被淘汰的就是你。

12.遲到早退，心不在焉
上班經常遲到，或者掐

著點才走進辦公室，快下班
時又早早提前收拾好東西，
一到點就瞬間開溜，這樣的
你可別想給同事領導留下
好印象。

13.工作時間還老玩手機
必須承認，想改掉這個

現代人的通病是有點難度。
不過至少在上班時間，而你
手頭又有緊要的任務時，少
發兩條短信，少刷兩頁微博
、臉書，少打兩通可以下班
再打的電話。尤其在和領導
開會，或者是接受面試的時
候，千萬記得把你的手機關
掉，至少調成完全靜音。

14.指望上司能規劃你的
事業發展

記得這一點：上司們都
很忙的，根本沒空管你發展
好壞——不因為怕你威脅
到他而打壓你就不錯了。

15.只專注自己手頭，不
把公司的大任務當回事

永遠不要只顧著做自
己那點工作，局限在自己的

部門。如果你的其他同事們在為一個項目努力目努力，，
你也應該主動鼓勵他們你也應該主動鼓勵他們，，提出建議提出建議。。

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在美國職場不要犯這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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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最新的就業分析報告顯示，約半數年
薪在57，000美元以上的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
識或技能。專家表示，如果對SQL、Python和ja-
va script 等這些電腦語言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求
職者，將難以引起雇主的興趣。

CNN新聞網報導，你若從未聽過SQL、Py-

thon和 java script等電腦程式語言，現在的雇主
很可能看不上你。

就業市場分析公司Burning Glass和甲骨文
學院的最新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57，000美元
以上的高薪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能。
該報告是針對2600萬個招聘廣告所做的分析。

甲骨文學院愛莉森？米
勒表示，這反映即使非高科
技工作也需要編程能力。她
說：「電腦操作已成為每個
行業的工具。」目前包括分
析資料的商界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
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一些
編程知識。

收入前 25%的個人被
定義為高收入族群。目前這
個群體的最低收入為 57，
000 美元。根據就業市場分
析公司 Burning Glass 及甲
骨文公司旗下慈善機構「甲
骨文學院」（Oracle Academy
）分析了2，600萬個招聘廣
告顯示，約半數薪資在 57，
000元以上的工作要求有基
本的編程能力。

非高科技工作也需某
種編碼能力

甲骨文學院米勒（Ali-
son Derbenwick Miller）表
示，這一數字反映了即使非
高科技工作也需要某種的
編程能力。她說：「分析運算
已經成為每一個行業的工

具。」這意味著，各行業的員工都需要 編程知識。
的確，目前包括分析資料的商務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
一些編程知識。

非科技領域的雇主及員工也這麼認為。草
地維護公司 LawnStarter 分析師傑克連恩表示：

「具編程知識已經成為求職者不可
少的技能」，因為這些技能可以幫
助員工理解任務，並更有效地與其
它部門合作。

科普蘭在就讀倫斯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時，主修電腦科學專業，但
後來從事行銷工作。她說：「雖然我是從電腦編
程轉進市場行銷，但有編碼的背景對我幫助很
多。首先，當我在進行創建網站的計劃時，我能
夠很容易地與編程人員溝通。最終，這使得我的
項目能夠更快更準確的完成。」

金屬回收公司 ElectroMetals 的行銷人員
Alex Barshai表示，他的公司不需要求職者具備
優秀的編程技巧，但那些擁有編程能力的員工
明顯有比較強的分析能力，因為在學習編程的
過程中，培養了分析能力。

小企業貸款公司LiftForward的首席科技長
Mike Grassotti 表示，編程能力受歡迎的另一個
原因是能協助員工「將瑣碎的任務自動化」和
「讓這些員工能找出其他人認為不可能的解決
方案。」

不需上大學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碼
當然，仍然有許多的高薪工作不需要編程

能力。例如：工程承包商平均薪水65，239美元，
很多石油鑽井平臺工作人員年薪可達100，000
美元。這些工 作都不需要編程能力。此外，在未
來幾年內，對於專業編程人員的需求將下降，因
為企業將這些工作外包給海外的編程人員，他
們的薪水一般較低。

雖然如此，美國勞工依舊需要有編程技能
或知識，而且對擁有這種能力的員工的需求也
將持續增加。編程培訓公司Coding Dojo執行長
Richard Wang 表示，幾乎在未來的每一項工作
都需要編程的一些知識。「在數字經濟時代，知
道如何編程是能出人頭地的必備的技能，我相
信編程最終會成為雇主要求的 必備技能。」

對於那些沒有編程技能的人而言，不需要
上大學攻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程，甚至有免
費學習的機會。根據網絡雜誌Wired評比，Co-
deAcademy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之一，此外還有
Girl Develop It及Udacity等免費方案。

美半數高薪工作要懂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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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中：千萬別做這6個小動作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大學面試是美國本科申請的

一個重要階段，在準備美國大學面試
前我們要瞭解一些在面試中萬萬不可
以做的動作，這些不起眼的小動作，有

可能會毀了我們的美
國本科留學面試，下
面為大家詳細介紹一
下，供大家參考。

準備美國本科留
學的同學，在為美國
本科申請面試時，可
以參考下面的美國大
學面試萬萬不可做的
六個動作。

1、切忌誇張的
肢體動作

美國大學面試時
適當的手勢能幫助你
更好地闡釋自己的觀
點，不過動作太過活
潑、誇張則會給人留
下不穩重的印象。因
此，面試時應以平穩、
平實的態度為原則。

2、切忌蹺二郎腿或兩手交
叉於胸前

不停地輪換交叉雙腿，是不耐煩
的表現，而一直蹺著二郎腿則會讓面

試官覺得你沒有禮貌。如果再
把兩手交叉放在胸前，那就表
達出了拒絕或否決的心情。因
此，參加面試時一定要注意坐
姿端正，雙腳平放，放鬆心情。

3、切忌邊說話邊拽衣
角

留學申請者在面談時，由
於緊張或不適應，無意間會拽
衣角或擺弄紐扣。這個小動作
很容易讓美國留學面試官看出
你的緊張焦慮，給人留下不成
熟、浮躁的印象。

4、切忌撥弄頭髮
頻繁用手拂拭額前的頭髮

，會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經質，
還會令人產生不被尊重的感覺
。為避免這種習慣影響到面試
的結果，建議申請者最好將長
髮紮起來，或將頭髮梳理整齊，
這樣既顯得精神又能避免不經意間撥
弄頭髮。

5、切忌不停地看表
不論是在面談或與人交談時，不

停地看時間，會讓人產生壓迫感。因此
，申請者要把握好時間，千萬不要頻繁
看表。

6、切忌眼神飄忽

美國大學面試時兩眼到處亂瞄，
容易讓面試官官覺得這是一位沒有安
全感、對任何事都不抱有信任感的應
試者。最好的方法是面帶微笑，眼睛看
著談話者，同時頭微微傾斜。

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八大熱門國家打工政策
美國：打工要有“工卡”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來美留學的學生一般

持兩種簽證，即J1公派學生簽證和F1私人學生
簽證。根據美國移民局規定，持J1簽證的正式學
生每周可工作20小時，但工作性質必須跟其學
業有關；持F1簽證的學生每周也可以工作20小
時，但工作範圍必須在校園之內。

美國移民局關於每周 20 小時的規定只是
對正式學期而言，在夏天是可以工作40小時的
，而且不必限制在校園內。但在找工作之前，必
須去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辦理工作許可手續
。之後，再去移民局辦“工作許可證”，即“工卡”。

許多留學生都把夏天看成是“掙錢”的好機
會，而且一般首選中餐館。在美國小費一般是飯
菜費的15%至20%．

畢業滯留時間：美國的F1學生簽證允許外
國的學生在完成學業後取得一個一年校外的工
作許可OPT，理工科學生最多可延長至到29個
月。

法國：第一年不許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法國教育部規定，留學

生第一年學習期間禁止打工，以便學生們有足
夠的精力學習。所以，大家在出國前一定要準備
好起碼一年的生活費用。在法國，有了各種對學

生的優惠政策，可以把這個數字估算在7000至
9000歐元上下。第二年，也只有已開始專業學習
的同學才有資格領工卡。沒有這張工卡，妳就是

“黑工”。在法國，工作一天能拿到45歐元。
畢業滯留時間：所有赴法學習碩士或碩士

以上並持有長期學生簽證的外國學生，在留法
第一年自動獲得有效期為一年“臨時居留證”。

英國：每周20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可合法打工並與英國

國民一樣享受最低工資保障待遇，打工期間享
受除藥費外的醫療全額保險。每周20個小時，
未滿18歲者禁止打工。

畢業滯留時間：在英國取得學位的畢業生
在完成學業後，可以申請留在英國達兩年的時
間。這一政策為在英國學習並希望獲工作經驗。

加拿大：打工只能在校內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按規定，外國留學生是

不可在校外打工的，但在學校可以打工，只是不
能超過一定的小時數，不能影響學習。留學生在
校內打工的崗位主要有圖書館、學生食堂、留學
生服務中心，另外還可看管實驗室，為教授做一
些收集資料的工作等等。有的學生在城裏加拿
大人開的店裏偷偷打工，老板給現金，不扣稅。
加移民法還規定，任何雇主聘請沒有移民身份

的外國人工作，須上報移民局，並按規定申請工
作簽證，否則雇主要受到經濟處罰，甚至被吊銷
營業執照或判刑。

畢業滯留時間：在加拿大畢業前至少全職
就讀8個月，可取得從事任何工作的簽證，期限
最長可達到3年。

澳大利亞：每周不超過25小時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必須在18 周歲以上，

持有允許打工學生簽證。違者取消學籍。具體手
續是這樣：留學生可憑入境時持有的 571 類學
生簽證，在學校或移民部領取允許打工的學生
簽證申請表，然後到移民部申請更換允許打工
學生簽證。如得到批準，即可打工。但學校的規
定是：學生每周打工不得超過25小時，假期可
適當放寬。最低工資10澳幣/小時。

畢業滯留時間：485簽證是面向澳大利亞留
學的留學生的一個18個月的臨時簽證，允許那
些畢業不符合技術移民簽證的留學生停留。

新西蘭：配偶可打工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每周15小時的打工時

間延長至每周20小時，部分學生配偶可獲無限
制性工作許可，即簽證寫“妳可以為任何雇主做
任何工作”。

畢業滯留時間：新西蘭畢業的留學生可以

直接申請到12個月的開放式工作簽證，不受限
制地在新西蘭境內工作、學習或者旅遊等等。

意大利：符合條件可轉居留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外國留學生可以每周

打工20小時。按意大利勞工工資標準60元人民
幣每小時，留學生每月約可賺4-5千人民幣。

畢業滯留時間：意大利內政部發出了一份
通報，將擴大學習居留轉換成工作居留的範圍，
只要是符合條件者均可以轉換為居留。

日本：須大學同意
簽證允許打工時間：本來對留學生的打工

並沒有什麽規定，但隨著以學習的名義來日，實
際上是為了打工賺錢的人大量增加，日本政府
出臺了一個法規，規定需要打工的留學生，須首
先取得大學的同意，然後憑學校的證明、雇傭單
位的契約書，註明工作內容和時間等、外國人登
錄證，到相關部門申請一份“資格外活動許可”，
之後才可以開始打工，同時在時間上也做了詳
細規定。在日留學生中主要分兩種，即持“留學”
和“就學”簽證的外國學生。

畢業滯留時間：新規定將留日學生畢業後
在日本停留時間由原來的半年延長至一年。

其實，你我都可能曾和抑鬱症擦肩而過(上)
【來源:網路】

喬任梁並不是一個紅的發紫的明星，但他的死為何引起如此
關注？因為中國人一向圖個吉利團圓，“自殺”既是全盤否定自己，
又給家人留下指指點點。

還有一個原因便是，多數人無法理解“抑鬱症”有何威力，竟
然可以逼人跳下懸崖，永不回頭。

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目前全球至少有3.5億名抑鬱症患者，
國內估算約有9000萬，娛樂明星長期生活在高壓狀態中，更是抑
鬱症高發人群。

有時，我們覺得抑鬱症離自己也很近
有時，我們覺得那只是天方夜譚
但是否，我們真的會與它擦肩而過？
在走進美國小編為您詳解抑鬱症之前，不妨回顧一下由它帶

來的“星之隕落”。
一代香港巨星張國榮，2003年4月1日，在愚人節這天，從香

港中環一家酒店的24層一躍而下，令人嗟歎惋惜不已。張國榮與
抑鬱症鬥爭了很長時間，他在1987年的自傳中這樣寫道：“記得
早幾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敘舊，他們都會問我為什麼
不開心，臉上總見不到歡顏。我想自己可能患上憂鬱症，至於病源
則是對自己不滿，對別人不滿，對世界更加不滿。”

2010年，賈宏聲在北京的小
區裡墜樓身亡，享年43歲。有圈
內人向媒體透露，賈宏聲墜樓太
過突然，很可能跟他長期抑鬱有
關。賈宏聲的演技已毋庸置疑，

《銀蛇謀殺案》《蘇州河》《週末情
人》《日蝕》《昨天》都已成為文藝
青年心中的經典，他與周迅的戀
情也曾為影迷津津樂道。

歌手陳琳畢業於曲藝專業，
第一張專輯銷量就達到150萬，
以《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愛了
就愛了》《抱緊我別走》等歌曲聞
名，事業風生水起，無奈因兩段
失敗的婚姻受到不小打擊。夜裡
趁好友熟睡之際，陳琳從樓上跳
了下去。

2011年，青年演員尚于博在
北京的住所內跳樓身亡，年僅28
歲。尚於博患上抑鬱症後看過醫

生，但病情時好
時壞，他自己也
備受折磨。最終
他選擇了以死亡的方式進行解脫。
也許，你覺得抑鬱症離我們很遠，也許你不理解
抑鬱症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可以奪走人的生命。
也許你不知道平時看起來多麼正常的朋友和同
事，他們可能就在遭受著抑鬱症的困擾。抑鬱症
已然成為一“重量級隱形殺手”。

今天走進美國CheerinUS.com帶你認識一下
什麼是抑鬱症，抑鬱症和普通抑鬱 到底有何區別
，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帶你從科學的角度來認識
和解答相關抑鬱症的問題，讓生活在社會壓力中
的你得到警惕，同時也可以幫助你關心的朋友和
家人。
什麼是抑鬱症（Depressive Disorder）？

悲傷是人類自然感情的一部分。當我們心愛
的人去世或者我們的人生經歷挑戰的時候，例如
離婚或者疾病，我們會感到悲傷或者沮喪。然而，
這些感情通常是短暫的。當有人經歷時間過長或
者強烈的悲傷感情是，這些人可能就患有抑鬱症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簡稱MDD）。

MDD，也被稱為臨床抑鬱症，可能會影響你
生活的多個方面。不僅會影響情緒和行為，還會
影響各種生理功能，例如食欲和睡眠。患有MDD
的人們往往對曾經感興趣的活動失去興趣，也會
對進行日常活動覺得困難重重。他們也許偶爾會
覺得活著並沒有什麼意義。MDD是美國最常見
的精神障礙之一。18歲以上的美國人大約就有7%
的人每年經歷過一陣MDD的困擾。

有些人患有MDD的人從不尋求治療。然而，
大多數患有MDD的人們通過治療會有好轉。藥
物治療，心理治療或者其他方法都可以有效的治
療MDD，幫助患者控制自己的症狀。
抑鬱症的症狀有哪些？

你的主治醫生或者精神健康專家可以根據

你的症狀，感覺和行為模式進行MDD的症狀診斷。他們會問你
一些問題，或者給你一個調查問卷以便更好的診斷你是否患有
MDD。

被診斷為MDD，需要滿足精神疾病和統計手冊中列出的症
狀標準。這個手冊很好的幫助了醫療人員診斷患者的心理健康狀
況。患者需要滿足以下的五條及以上症狀，並且每天都會經歷這
些症狀，為期兩周以上。MDD的症狀可以包括以下內容：

你一天的大多數時候都會感到悲傷或者易怒，而且幾乎每天
都是這樣：

你對曾經感興趣的活動失去了興趣
你體重突然增長或者下降，並且食欲改變
你入睡困難，或者想睡得比平時更多
你感到躁動不安
你感到異常疲倦，或者精神不振
你對一些事情感到不值得或者內疚，但這些事通常都不會讓

你有這樣的感覺
你會注意力不集中，很難思考，很難做出決定。
你想過要自殘或者自殺
這些症狀確實都比較很怕，但是有類似症狀的MDD患者通

過治療，都得到了好轉。
什麼原因導致抑鬱症？

MDD的確切原因還尚不清楚。然而，有幾種因素會增加這種
病發展的風險。基因，壓力都會影響腦化學和降低保持情緒穩定
的能力。激素平衡的變化也會影響MDD的發展。

MDD也會被以下因素誘發：
酒精或者藥物濫用
某些疾病，例如癌症或者甲狀腺功能低下
某些藥物類型：類固醇
如何治療抑鬱症？

MDD一般需要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也有一些生活方式的
調整可以幫助緩解某些症狀。那些患有嚴重MMD或者試圖想要
傷害自己的患者需要住院接受治療。有些人可能需要參加門診治
療，直到症狀改善。(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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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我都可能曾和抑鬱症擦肩而過(下)

藥物治療：
醫生開始MDD時通常會先使用抗抑鬱藥物。其中一個比較

常用的抗抑鬱藥物是羥色胺攝取抑制劑（SSRI）。這種類型的藥
物有助於提高大腦中的血清素，提高大腦中的神經傳遞素。血清
素被認為是大腦子負責心情的化學物質。它可以幫助改善心情，
改善睡眠模式。MDD患者經常血清素水平較低。SSRI可以通過
增加大腦中的血清素來改善MDD的症狀。SSRIs中含有一些被
人熟知的藥物，例如氟西汀（百憂解）或西酞普蘭。它們副作用相
對較低，大多數人都能接受。

當其他藥物沒有效果是，三環類抗抑鬱藥和非典型抗抑鬱藥
品將會被使用。它們可能會引起一些副作用，包括體重增加和嗜
睡等。
一些治療MDD的藥物不適合孕婦和哺乳期的女性。某些抗抑鬱

藥可能對胎兒和嬰兒產生健康影
響。患者如果懷孕或者想要懷孕，
一定要跟你的主治醫生談話商討。

如果你開始接受藥物治療，但
是自殺傾向還在加重，你需要及時
聯繫主治醫師。雖然這種現象很罕
見，但是一些MDD藥物確實會對
剛開始接受治療的患者增加自殺
傾向。所有的抗抑鬱藥物都需要由
聯邦政府注釋會有增加自殺風險
的警告。
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又成為談話治療法
，是一種有效的治療MDD患者的
方法。包括與治療師定期見面對你
的情況和相關問題進行討論。心理
治療可以幫助你：

調整現在面對的危機或者其
他有壓力的事情

以積極和健康的信念和行為
代替負面的增強溝通技巧

找到更好應對挑戰和解決問
題的方法

增加自信
重拾對生活的掌控和滿足感
你的醫師也可能推薦其他的類型的治療，例如團體治療，跟

你情況相同的人們進行感受分享。
改變生活方式：

除了參加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你也可以通過食療來改善
MDD症狀。考慮吃一些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食物，例如三文魚
和甘藍，去緩解症狀。還有富含維生素B的食物，比如豆類和粗糧
。鎂也發現有助於減緩症狀，可以通過酸奶，堅果和種子等攝取。
避免飲酒，因為就近會抑制中樞神經系統，可以使患者的症狀加
重。某些經過提煉加工或者油炸食品含有omega-6脂肪酸，也會

影響MDD。
雖然MDD 會使患者感覺很

疲勞，但是一定要加強身體鍛煉。
運動，尤其是戶外和適宜的陽光，

可以提高人的情緒，讓你感覺更好。此外，每晚保持至少六到八小
時的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抑鬱症患者的將來：

MDD患者通常會感到毫無希望，但是一定要切記，這種疾病
是可以被成功治癒的。如果想要改善，一定要堅持治療，千萬不要
錯過心理輔導或者跟進治療。除非是你的主治醫生說你可以停止
治療，你永遠不要停止服用藥物。

在你覺得特別難過的日子裡，想要尋求幫助，可以撥打全國
預防自殺熱線或者當地心理健康服務熱線，這些都是免費的24
小時電話熱線，任何人感到沮喪或者焦慮都可以撥打電話。一個
友善和支持的聲音也許就是讓你度過艱難最好的幫助。
預防自殺：

如果你認為有人有自殺或自殘傾向，或者傷害他人，請撥打
911或當地緊急電話

在救援人員到來之前跟這個人盡可能待在一起
拿走任何可能造成傷害的物品，例如槍支，刀具，藥物或者其

他物品
傾聽，不要做評論，生氣，叫喊或者威脅。
如果你認為有人有自殺傾向，可以打急救或者自殺干預熱線

尋求幫助。全國自殺干預熱線電話：800-273-8255
在我們為抑鬱症自殺患者而感到可惜，心痛或者遺憾和震驚

的同時，我們應該從事情發生之後的評論轉化到之前的干預與預
防。不要以為抑鬱症
離我們很遙遠，也不
要因為有抑鬱症而
感到自卑，這個社會
需要的是科學的認
知和積極當面對，還
有我們周圍人群的
幫助和理解。希望這
篇文章對患有抑鬱
或者沒有抑鬱的你
都有幫助。正確的面
對疾病，積極的幫助
患有疾病的患者。這
個社會需要你的力
量和正確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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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年多的纠缠，林龄说她认输

了，“我决定离婚了，就让他们去过他们

认为的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吧，我不想再和

他们抗争了。”她所说的“他们”，是她

丈夫和丈夫现在爱着的人。

我决定“认输”

前天，我给章豫东发了短信，告诉他

我要离婚。他回复我：“这可是你主动提

出的！”如果是几个月前，看到这句话我

可能会气得连手机都摔出去。可现在我不

会了，我干吗要拿自己的手机出气？他又

不会有任何感觉，完了我还得花钱给自己

买手机。当然，这是我做了很多次蠢事后

才有的觉悟。

我冷笑着回复道：“是的，你只管放

心地跟人家说是我要离婚的，你没有任何

责任。”一个男人自私到这种地步，我还

和他争什么呢？他说怎样就怎样吧，反正

我算认输了。没想到他还非要争个理出来

，“你这语气还是在责怪我，我可是尊重

你的意见的哦！”我不想再回复他了，恶

心。

昨天，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我的家人

。父母听完我的话，沉默了，我妈还偷偷

抹了一把眼泪。错不在我，他们还能说什

么呢？我不是没有想办法挽留，也不是没

有努力维持这段婚姻，只是他的心已经不

在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另一个女

人眼里的笑话。

裸婚的过去

13年前，我绝对不会想到章豫东是一

个背叛爱情、背叛家庭的人。那时我刚刚

大学毕业，在正式上班前，我回了趟老家

。在从老家返回的火车上，我认识了章豫

东。他比我大三岁，研究生刚毕业。

我们也算是同龄人，有共同语言，一

路上聊得挺开心。其实，刚开始都是我主

动找话题和他聊，他长得很斯文，性格似

乎比较内向，还有点羞涩。我对这样的男

生挺有好感。

到武汉后，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章

豫东之后主动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他找工

作的情况，关心我的生活状况。在这样一

来一回的交往中，我们渐渐产生了感情。

交往了一年多，章豫东提出，不如我

们住到一起，可以省下一份房租钱。那个

时候，我们的收入都不高，应付完日常开

销，基本上没有节余。所以，章豫东的提

议得到了我的赞同。

选来选去，最后我们决定住在我的租

屋，因为租金更便宜。但章豫东说，因为

租屋离我上班的地方近，他是个男人，每

天多跑跑路权当锻炼身体。他让我很感动

，所以，在恋爱两年后，我们决定结婚。

我们是裸婚，除了到民政局办了两本

结婚证，一切都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依旧

住在那间租屋，晚餐依旧是一菜一汤。我

们那时候没有钱，没有能力给自己置办一

场像样的婚礼，拍一套梦幻的婚纱照。我

们甚至都拒绝了双方父母的资助，因为生

活是我们自己的，为什么要拖累老人？我

们约定，要靠自己的能力过上富足、幸福

的日子。

那些年，是我们最齐心的日子，工作

上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们在家互相吐槽

，互相安慰，第二天依旧振作精神去上班

；生活上，基本上他都能让着我，我们几

乎没有吵过架。

他家外有家

也许章豫东的能力确实强一些吧，他

在职场上的进步速度比我快，没几年工夫

他就成了业务骨干，被委以重任，收入也

水涨船高。

我们终于搬出了租屋，住进了属于自

己的房子；告别了挤公交的痛苦，拥有了

自己的车。当然，也有了可爱的孩子。

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越

来越好。周围一些年轻人以我们为榜样，

“看，他们不是什么都没有，完全靠自己

的努力过上了不错的日子！”我没有沾沾

自喜，只是非常庆幸我们有一起奋斗的过

程，也有一起享受奋斗果实的喜悦。

然而，随着章豫东职位的不断升高，

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只是一个

电话通知我他要出差，便是一两个星期不

回来，中间偶尔会打电话，关心的也都是

孩子。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也没太注意

他的这些变化。

我没有想到，章豫东的变化是另有原

因——他喜欢上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

孩。他承认得很爽快，还让我自己决定要

怎么办。

那个女孩也来找过我，说他们才是真

爱。我要再泼妇一点，肯定会一口唾沫吐

到她脸上。我没有那样做，也不愿意放弃

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更不愿孩子遭受痛苦

。于是我纠缠了很久，章豫东干脆不回家

了，拿回家的钱也极少，听说他在外面又

买了一套房子，和那个女孩住到了一起。

但他就是不提离婚，用这样的方式逼着我

自己说出离婚二字。

这几年，我和离异的女人没什么两样

。想通了这一点，我也不在乎什么谁输谁

赢了，我只要和孩子一起安静地过日子，

这就够了。

當初裸婚嫁給一無所有的他
遭遇無情背叛我認輸退出

我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

：我妈妈是高干子弟，我爸不过

是一个从农村考学出来的穷小子

，但是，他们却相爱了。曾经，

他们的爱情曾遭到我姥姥、姥爷

的极力反对，但是，我妈妈还是

义无返顾的嫁给了我爸爸。

在我爸妈刚结婚那几年，我

姥姥、姥爷都不让我父母进他们

门，因为后来有了我，姥姥、姥

爷才和我父母冰释前嫌。

这些年，爸爸和妈妈过着平

淡的工薪阶层生活。但是，他们

觉得这就是幸福。

我大学毕业后，在上学城市

找了一份工作，并在工作中认识

了我现在的丈夫。他的出生和我

爸爸差不多。不同的是，我们的

婚姻并没有遭到我父母的反对。

婚后，我和丈夫租房生活了

六年，就在我们攒足首付买房的

积蓄并打算买房时，我却发现他

出轨了。对方是一个离异多金女

。并非该女有能耐，而是该女运

气好，当初嫁给了一个暴发户，

因为家暴，和暴发户离婚，离婚

时分了对方一半家产。

我深知丈夫和对方在一起完

全是因为钱，但是，我并非一个

物质女呀，要是我嫌丈夫穷，我

当初就不会选择嫁给他。

对我而言，最看重的是丈夫

对婚姻的忠诚，所以，我无法接

受他出轨的现实，在得知他染指

婚外情那一刻起，我就平分了我

们的积蓄，然后，让他滚出了我

们的出租屋。

因为丈夫不想和我离婚，所

以，很快和与他厮混的离异女分

开了。与此同时，还搬来公婆、

我父母作为救兵，向我求情。

如果说公婆在这件事上向我

求情，我还能理解，没想到我父

母竟然也向我求情，我就有点难

以理解了。

事实上，我也不想和丈夫分

开，因为我依然爱着，且也不想

让孩子失望，但是，我真的过不

了他出轨这一关。

想问，我是该选择离婚呢，

还是选择原谅呢?

答读者问：人生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在行进过程中，谁又敢保

证自己不犯一丁点的错误?出轨也

不过是婚姻行进过程中所犯错误之

一。关于是否应该原谅的问题，我

觉得应该从三方面去考量：1)分开

后，你会真正的解脱和快乐吗?2)

爱人出轨的动机是什么?3)出轨者

在后出轨时期的认错态度。

你告诉我，其实你也不想离

婚，源于你依然爱着你丈夫，且

你也不想辜负孩子，这其实就是

你在说服你自己，或许可以对你

丈夫原谅。

你丈夫出轨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些年，你和他租房过日子，尽

管你从没有因此叫过苦，但是，

对于你丈夫而言，他却压力山大

，因为他做梦都想早点在工作城

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以至于

，当一个有钱的离异女靠近他的

时候，他走火入魔了，或者，你

丈夫只是想单纯的从对方那里骗

点钱，以此加速你们买房子的进

程。

后出轨时期，你丈夫很快就

和情人分开了，说明两个问题：

1)他知道他做了错事，愿意改正;

2)情人和你比，压根就不是一个

档次，因为你才是无可取代。

为此，我给你的建议是：

可以尝试原谅，因为夫妻一

场真的不容易。

我只想要一份纯粹的爱情

智能手机支付业务量已经出现爆

炸性增长，去年的支付额达到惊人的

1.85万亿美元。阿里巴巴子公司蚂蚁

金服和腾讯的财付通所推出的支付应

用程序是行业内的领头羊。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5月

15日刊登了题为《你的移动货币——

不带现金或银行卡在中国生存一天》

的文章。《福布斯》记者王悦(音)在北

京体验了一天无卡无现金只带手机的

生活。现将文章摘编如下：

没有现金？你的智能手机能发挥

很大作用。习惯于将辛辛苦苦挣来的

钱花在技术上的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依

赖技术解决方案来进行各种支付，从

早餐到预定度假服务。

为了看一看不带钱包能在北京走

多远，我在只带智能手机的情况下在

北京逛了一天。

美好的一天从美味的早餐开始。

我用手机在小吃摊购买了名为煎饼的

当地美食。通过扫描看起来像是不均

匀的棋盘的二维码，我给店主转了6

元钱。

之后我路过一家小超市——所有

的收银台上都放着写有“欢迎使用支

付宝”字样的指示牌。

就首都的出行方式而言，你可以

通过中国的叫车服务提供商滴滴出行

预定出租车或私家车。滴滴公司最近

完成了 50亿美元的融资，市值高达

500亿美元。支付宝、财付通和信用卡

都可以使用。

如果不喜欢在车流中等待的感觉

，你也可以选择租一辆自行车。你可

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解锁这些自行车

，每半小时的价格为0.5元。

亚锴璞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曾

农· 卡普伦说，许多店铺之所以愿意使

用移动支付服务是因为这能让它们更

好地吸引到顾客。我在一家餐厅中利

用微信中的支付功能购买了一份三明

治，女服务员随后让我“关注”她们

的公众号，以便向我发送优惠券和虚

拟会员卡。

附近一家时装店的门上挂着一块写

有“请使用微信支付”字样的指示牌。

这家店也接受信用卡支付，但是不使用

移动支付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逆流而

行。一位用户最近在与推特类似的新浪

微博上发文称，在数字钱包时代，刷卡

消费是一种“守旧”行为。

移动支付不仅限于日常采购。通过

支付宝和财付通，你可以支付水电气费

、获得贷款或投资货币市场基金。

去年，苹果与中国银联携手进军

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尽管我去的麦当

劳支持苹果的移动支付服务，但一年

来，这家美国巨头的市场份额还不到

1.8%——相比之下，支付宝的市场份

额为54%。灼见商务咨询公司的马克·

坦纳说：“我不会在苹果身上下注，

其他企业的地位太稳固了。”

从小吃摊到购物中心，我在北京

去到的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接受移动支

付。现金真的正在成为过去式。

记者在京体验一天不用现金

煎饼摊都能手机支付

国际拍卖公司苏富比(Sotheby's)表

示，两枚镶在耳环上的钻石，日前在

日内瓦拍卖会以破纪录的5740万美元

成交，都是由一名不知名的亚洲买家

拍得。

报道称，这对耳环是分开出售

。经过漫长竞标后，包含买家

佣金在内，这枚无瑕艳彩等级

“阿波罗蓝钻”(The Apollo Blue)

以 4208 万 7000 美元拍出，同样

耀眼动人的“阿特米斯粉红钻

” (The Artemis Pink) 则 以 1533 万

美元成交。

据悉，这对耳环是以希腊神祇

名字命名，估价分别在 3800 万到

5000万美元与1250万到1800万美元

之间。

14.54克拉的阿波罗蓝钻是史上

拍出的最大艳彩等级钻石，切割并

打磨成梨状。

16克拉的“阿特米斯粉红钻”

形状几乎一模一样。根据美国宝石

学院(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

ca)专家，由于这颗钻石透明度很高，

这也是全球“化学纯净度”数一数二

高的钻石。

蓝粉钻石耳环拍出5700万美元高价

新西兰天维网援引stuff消息称，

买一艘“太空船”解决住的问题，听

起来很酷，但这不是科幻剧。奥克兰

北部一处旅游景点的飞碟形建筑正在

Trade Me上拍卖，起拍价1纽币。

据悉，这个“太空船”曾是罗托

鲁阿Skyline Luge游乐场一个非常受

欢迎的旅游景点，直径16米，内部是

一个可容纳65名游客的运动模拟器。

后来它被运到了奥克兰北部Hibiscus

Coast的一个公园里。但现在，由于当

地规划修建停车场，这个“太空船”

急需运走，截止日期为5月末。

Trade Me发言人Logan Mudge称

，这座穹顶形建筑可以改装成一栋

“棒棒的小房子”。之前，它在网上

的一口价为35万纽币，但乏人问津。

出让方随即转变策略，改为网上拍卖

，起拍价1纽币。

截至周日中午，竞价上涨到2010

纽币，但与最初的35万纽币要价相差

甚远。

说明中称，这个“太空船”可以

改造成3D影院、旅馆或其他旅游设施

，甚至可以放在学校操场上，成为孩

子的教学设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买家需要有足够大的场地放下它。

“这艘飞船会一直存在下去，只

是不一定在新西兰的哪个地方。”

Mudge说，目前已经将它拆解下来，

可随时运走。拍卖截止日期为5月17

日。

新西蘭有商家網上賣太空船
起拍價1紐幣

南太平洋亨德森岛人迹罕至，是

全球最偏远的岛屿之一，适合稀有动

植物繁衍，不过这个生态天堂正遭受

严重塑料污染，岌岌可危。

亨德森岛是英属皮特凯恩群岛中

其中一个小岛，位于新西兰以东及智

利以西5,000公里，岛屿属于石灰岩环

礁，面积3700公顷。

岛屿位置偏僻，无人居住，通常

每隔5年至10年才有研究人员造访收

集科研数据。2015年最新一轮的调查

发现，该岛海岸有 3800 万件垃圾，

99.8%是塑料，共重17.6吨。

参与调查的塔斯马尼亚大学研

究员莱弗斯感叹“岛屿近海地方根

本无一幸免”。莱弗斯说，南太平

洋海洋环流圈将来自南美的垃圾带

往该岛，渔船抛下海的垃圾也造成

污染，岛上 27%塑料是来自南美，

包括沙滩用品及鱼网，几乎每 1 平

方米有 21 至 671 件垃圾，密度是全

球之冠。

研究发现，最常见的垃圾是打火

机和牙刷，还有玩具和婴儿奶嘴。专

家警告，鱼类、海龟、海鸟吃了塑料

后可致命。

全球最偏遠島嶼成垃圾場
打火機牙刷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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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故宫出京记
□本报记者 郑 娜 文/图

设立第一个异地分馆

光绪三十年 （1904） 前后，光绪帝常头疼头
晕，御医为此多方治疗，既配了内服药，又用了
洗药，甚至连膏药都贴到了皇帝的太阳穴上。看
到此情形，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四年 （1908） 找到
了一款美国治疗头疼的药膏献给皇帝。

药膏当时并未用完，现在故宫博物院仍存
留 3 盒，此前它们一直保存在库房，从未向世
人展出。如今，因为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
成立，这盒药膏以及它同样被藏在角落里的外
国文物“小伙伴”，终于有机会在公众面前露
出真容。

此前，故宫曾晒出院藏清单，在其 180 多万
件藏品中，对外展出的比例不足1%。对此，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多次坦言，故宫藏品的展出
数量还很不令人满意。为了让人们看到更多的藏
品，故宫下定决心要走出紫禁城。

选在什么地方、以什么主题为好？早在几年
前，故宫就一直在研究，直到鼓浪屿进入视野。

“鼓浪屿有‘外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岛上异域
风格的建筑遗迹和皇家珍藏的异域物品相互辉
映，相得益彰。”单霁翔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外
国文物馆放在鼓浪屿，不仅因为两者气质相宜，
而且鼓浪屿面向蔚蓝大海，与台湾金门岛遥遥相
望，更有利于今后两岸文化遗产的交流。

运输维护一丝不苟

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开辟，相当于故宫博物
院的占地面积扩大了 1.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扩
大了5180平方米。

紫禁城红墙外的延伸，对故宫来说是头一
次，也面临不少挑战。首先，如何保障距离2000
多公里的文物运输？如何顺利完成故宫文物从北
京到鼓浪屿的迁移和落户工作？对此，故宫博物
院副院长、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馆长任万平表
示，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文物运抵有专门的
安保方案，必须严格执行。此前，在文物运输过

程中，当地公安部门也协作完成了文物运输全程
的布防工作，涉及途中车辆夜间停放场地、码头
至馆舍沿途警戒线和警戒区域等，确保了文物运
输万无一失，最终得以安全顺利到馆。

其次，南方沿海地区的温度湿度与北京有很
大差异，如何保障文物展出的“微环境”？任万
平继续强调，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在展览柜里
设有湿度、温度探测警报器，严密监测文物的温
湿度，并根据文物需求进行调整，比如书画类是
50% 左 右 的 湿 度 ， 丝 织 品 的 湿 度 控 制 在
50%-55%，温度为 18℃-20℃。这些措施不仅是
为文物负责，也是为今后故宫进一步走出去积累
更多的经验。

加大走出去步伐

近几年故宫博物院一直在努力探索，深入挖
掘自身的文化资源，以多种方式“走出去”。起
初，走出去的步伐稍小，紫禁城在北京的奥森公
园瞭望塔内开辟了第一个“分馆”。此后，面积
10万多平方米的故宫北院区获批，再度扩大了故
宫文物展出和文物保护的版图。这一次，故宫鼓
浪屿外国文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故宫在走出去的
步伐上迈出关键一步。

在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看来，故宫鼓浪屿
外国文物馆是一次创造性的做法，有了这样的创
造性做法，博物馆的力量就能发出灿烂的光芒。
单霁翔也表示，目前国际上很多著名的博物馆都
在主馆之外开设了分馆，这样做最大的意义在于
让更多人看到文物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再过 3
年，故宫将迎来 600岁生日。届时，它将以更加
开放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独特的传播宣传平台，故宫鼓浪屿外
国文物馆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同时也将
更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融合
发展，让世界遗珍再谱华章。”单霁翔说。今
天，故宫博物院把外国文物作为第一个异地分馆
的主题，是故宫对过去 500年间中西文化交往的
审视，也是对世界各国、各种文明的文化交流的
展望。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外观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近日，故宫博物院晒出院藏外国文物清单，总共11大类，共1.3万余件。

这些外国文物展现了所属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风貌，也映射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西安博物院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唐长安城”中轴线朱雀大街东侧，于2007
年5月18日正式建成对外开放，2010年3月31
日开始对公众免费开放。全院总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小雁
塔、荐福寺古建筑群、现代文物展馆 3 部分组
成，文物古迹和现代建筑、园林景观交相辉映，
在浓重的历史神韵中涌动着现代气息，体现出
园林式博物馆的独特风貌。

主体建筑博物馆由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张
锦秋创意设计，圆形玻璃大厅从方形台座中拔
地而起，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隐喻
了新的历史萌生于厚重的历史积淀之意，展馆
建筑面积 1.6万余平方米，陈列面积 5000余平
方米，展出文物 2000 余件，精品荟萃，演绎出
古都历史的万千气象。

唐皇家寺院“荐福寺”始建于唐睿宗文明
元年（684年），为长安三大佛经译场之一。唐

代高僧义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印度取经归
来，于706年入荐福寺，并在此译出了经、律、论
佛教经典32部，108卷。

世界文化遗产“小雁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
间（707年—710年），是为存放高僧义净迎取的佛
教经卷而建，已有1300余年历史。原有15层，现
存13层，高43.4米，塔形秀丽，是佛教传入中原地
区并融入汉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中国
早期密檐式塔的典范之作，2014年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关中八景”之一“雁塔晨钟”即得名于此。

西安博物院现有藏品110742件（组），包括
青铜器、玉器、金银器、瓷器、石雕、碑刻、印章、
陶器、三彩器、书画、经册、碑帖、珍善本书及杂器
等，其中三级以上珍贵文物10740件（组）。院藏
古籍8000万余部，其中有37部入选国家珍贵古
籍名录。藏品序列完整、品类齐全，反映了中国
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馆内形
成了基本陈列“古都西安”为主，专题陈列“宝相
庄严——长安佛教造像艺术专题陈列”“天地之
灵——院藏古代玉器精品陈列”为辅，各类临时
展览为拓展和延伸的陈列格局，突出展现周秦汉
唐文明，多角度展示古都西安的文化魅力。

西安博物院开馆到今已有10年，一直致力
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多元化的文化服务，着力在
公众教育、陈列展览、文物保护管理、遗产保护
管理、学术研究、文化产业等方面，不断拓展提
升服务社会与公众的能力。西安博物院已逐
渐发展为西安地区标志性的文化场所，并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入选了“国家一级博物馆”。
2014年6月22日，西安博物院所在的小雁塔遗
产点，成为新晋世界遗产“丝绸之路：长安——
天山廊道路网”的组成部分。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我们要把凝
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
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
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
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少走弯
路、更好前进。

西安博物院：

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
田立阳

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

5月18日是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
地的博物馆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特别活动，令
游客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

从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南
通博物苑”开始，中国博物馆事业已走过了112
年历程。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
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到2020年全国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达到每25万人
拥有1家博物馆，观众人数达到每年8亿人次。

博物馆是凝聚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场所，
是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承载了
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纯粹的城市观光相比，博
物馆更能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游客
加深对一个地方的感性认识。

近年来，随着“故宫淘宝”走红网络，很多
博物馆纷纷让年轻游客找到了全新的“打开方
式”。当前，游客赴博物馆来一场科普游的热
情不断高涨。驴妈妈旅游网的数据显示，去

年赴博物馆参观人次同比 2015 年
增长 1.3 倍。从在校未成年人到退
休中老年人，博物馆几乎覆盖了各
个年龄层的游客群体，不少包含博
物馆在内的自由行线路受到了年
轻群体和亲子家庭的欢迎。其中，
北京故宫、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广
东科学中心、上海中国航海博物
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上海电
影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安徽祁红博
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大邑刘氏
庄园博物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中国天眼等成
为当前深受游客喜爱且游客增长
速度较快的博物馆。

“博物馆日”催热博物馆游
甘婷婷

小学生走进湖北十堰市首家个人报纸博物馆，学习
报纸的相关知识。 叶 桓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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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斯頓報道）畢業季來臨，許多剛踏出大學
校門的社會新鮮人享受完成學業的成就感之餘，也要開始面臨找
工作的困難。休士頓被評為最適合畢業生就業的城市之一，因為
經濟發展好，石油能源業聞名於世，醫療健康和科技資訊業也是
榜上有名。全球最大的專業人脈網 「領英」 (linkedIn)最近評選休
士頓為2017年畢業生就業熱門城市之一，就業機會看好。

因應最近畢業潮，領英除公布休士頓是2017年畢業生就業
熱門城市之一，該專業網站也公布當地五家知名公司近期釋出許
多工作機會，包括休士頓大學、MD Anderson癌症治療中心、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事務所(Deloitte)、alliantgroup
和普華永道會計事務所(PwC)都在招募畢業人才
。

另外，根據2017 Glassdoor的前50大最佳
工作場所，其中有15家來自大休士頓地區，包括
Bain & Company、McKinsey & Company、德州
儀器(Texas Instruments)、蘋果公司(Apple)、微軟(Microsoft)、
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達美航空(Delta Airlines)、Keller
Williams、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宜

家家居(IKEA)、H-E-B、Trader Joe's 、 In-N-Out Burger、
Lululemon和Raising Cane's。

最愛用新鮮人！
休士頓榮登畢業生就業熱門城市

《味全小廚房》重慶餐館 獨特川味讓人回味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美

南國際電視STV15.3美食節目，由美
國味全食品公司冠名播出的 「味全小
廚房」 播出五年期間，深受觀眾喜愛
，5月21日(上周日)播出最新一集，
在大中華超市提供食材下，前往百利
大道的重慶餐館(Chef Liu Restaur-
nat)錄製節目，介紹兩道特製川菜
「酸菜味毛血旺」 、 「金袋紅燒肉」

，讓觀眾在家也能學料理，精彩內容
，可鎖定周一晚上8時與周二下午1
時30分重播。

味全小廚房每月播出一集，這集
是該節目自2012年開播以來，首次

更換主持人，由鄧潤京擔任主持人，
一起和製片人黃梅子介紹美食。這次
特地來到由劉明春大廚開設的重慶餐
館，特地由該餐館的兩名廚師潘師傅
和馮洋介紹酸菜味毛血旺和金袋紅燒
肉，都是店內獨一無二的菜餚，讓人
胃口全開。

一般正宗川菜味的毛血旺都是香
辣過癮，這次劉明春特地研發酸菜味
毛血旺，在搭配味全冠名贊助的食材
，毛血旺裡含有冬筍、木耳、香菇、
豆芽菜、豬血、雞肉和魚肉等豐富食
材，酸菜湯汁入菜，美味堪稱一絕，
這也是店內才有的功夫菜。

另一道金袋紅燒肉，同樣用味全
冠名贊助的春捲皮，包裹紮實軟嫩的
紅燒肉，入鍋油炸，炸至金黃，酥脆
口感，搭配肉質細緻的紅燒肉，沾上
烤鴨沾醬，風味獨特，值得品嘗。

節目上，黃梅子、鄧潤京也一起
與劉明春品嘗菜餚，劉明春不只介紹
兩道料理的精華所在，也簡單介紹川
菜特色。節目已於上周日首播，5月
22日(周一)晚上8時與5月23日(周
二)下午1時30分兩時段重播。錯過
的觀眾，可鎖定重播觀賞精彩內容。

主持人鄧潤京主持人鄧潤京((左左))、、重慶餐館負責人劉明春重慶餐館負責人劉明春((中中))與製片人黃梅子與製片人黃梅子((右右))品嘗美食品嘗美食。。

酸菜味毛血旺酸菜味毛血旺。。 金袋紅燒肉金袋紅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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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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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今日美南」 微信公眾號也開通，眾
多即時新聞每天推送，觀眾可掃描 「今日美南」
二微碼，關注微信公眾號更方便快速，美南國際
電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舉辦抽獎，敬請隨時
關注本台，好禮大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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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掃二維碼最方便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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