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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升溫。雖然現
房短缺、價格攀升、買方搶購，人們的購
房熱情依然居高不下。市場預測，2017
和2018年美國房屋銷售將持續激增，或
達到近十年來的高峰。

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公布
的報告顯示，2017年美國現房銷售量將增長3.5%，
可望達到564萬單；在2018年，現房銷售量將繼續
增長2.8%，有望達到580萬單。今、明兩年美國房
地產銷售將達到近十多年來的高峰。

據美國房地產網站Realtor.com報導，NAR
首席經濟師Lawrence Yun說：“隨著美國股市

創新高，自2010年以來新增就業達到1600萬
，以及消費者信心增長等因素，美國人購房的經
濟能力也獲得增長。但是，在許多地區，房價的
增長仍高出收入的增長。”

報告指，目前新建房的數量仍趕不上市場
需求。預計今年新建房銷售量將增長10.7%，可
望達到62萬套，高于2016年的56萬套。2018年

，新建房銷售可能再增長8%，達到67萬
套。

通常，新建房的售價高于現有住房，
因為新建房的成本更高，其中包括土地
及勞工短缺、原材料成本提高、融資要求
更高等因素。

NAR預計，今年各類房產的售價都
將增長 5%；到 2018 年，售價還將增長
3.5%。

Realtor.com網站高級經濟師Joseph
Kirchner說，面對市場房屋短期、售價提
高，“最終，買家將不得不在購房時，放低
對通勤時間及其它方面的要求。同時，建
商主要把精力和資金投入中等到高價位

的新建房市場，這種供求的不平衡將使收入不
富裕的家庭或個人，更難買到稱心的房產”。

在部分房地產過熱的地區，由于房屋供應
短缺，房價呈現兩位數增長。由于買方搶購，西
雅圖部分地區的房屋增長價格已經被哄抬到超
過30%。一些打算賣掉現有住房，再買入新房產
的人，由于當地房價增長過高和過快，使他們在
目前難以滿足自己的需求。

房地產經紀人Chris Bajuk說：“市場需求強
勁，供應不足，這種狀况很瘋狂。”

市場調研還發現，目前更多美國家庭選擇
省吃儉用、減少度假等方式，把更多存款和收入
用于購房方面。有時，人們購房的資金占去個人
收入和存款的一半以上，這在之前是少見的。

有的買家為獲得面積更大一點的住房，不
得不選擇在距離城市和工作更遠的郊外購房；
有的人選擇縮小住房面積，但距離城市更近的
地方居住。Bajuk說，房產熱銷讓人們不得不根
據自己的需求，不斷調整取捨。
(互聯網資訊綜合整理)

今明兩年或達峰值今明兩年或達峰值
美國房市居高不下不下



AA22房地產現況2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17年6月19日 Monday, June 19, 2017
I/房地產專日/170606B繁 房地產現況

眾所周知，外來移民會對美國房地產市場、
住房需求、房屋價值，以及種族問題產生深遠的
影響。專家分析，這些影響比人們想像的還要複
雜。

Citylab9月29日報導，近日研究外來移民
和美國房地產關係的學者參加了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組織的會議，他們得出兩大結論
：一個是外來移民有助于社區的良性發展，二是
一些富人區對外來移民避之不及，“你來我走”。

從19世紀曼哈頓的老房，到今天的唐人街、
遍及全美的“小意大利”，在美國，移民的出現對
當地房地產市場產生深刻影響，但是這種影響
又常常被忽視。

移民比本地人口的流動性小
人們有一個普遍的誤解，那就是認為移民

既然從其他地方“移來”，那就也喜歡“移走”，他

們可以浪跡天涯，
只要有機會就會
搬走。但是事實並
非如此。

南加州大學
公共政策學院的Gary D. Painter研究發現，當移
民來到一個社區，他們會在那裏待一段時間。尤
其是低技能移民不太願意遠距離搬遷，並且移
民到美國的時間越長，越不願意搬家。

移民推動了住房需求
總體而言，外來移民的住房擁有率比美國

本地人低，但是這個差距在加速縮小。此外對住
房市場的另一個衡量方式是“戶主率”，即戶主
在成年人中的比率。《紐約時報》引述專家評論
說，經濟波動會影響“戶主率”，當成年人搬到父
母家或與他人合租的時候，“戶主率”自然會下
降。

據調查，美國本地人的“戶主率”在近幾年
急劇下降，越來越多的成年人和父母住在一起。
而移民的“戶主率”卻在上升。結果是：移民和本

地人的“戶主率”已經到了基本一
致的水平。

因此，外來人口是美國房地
產市場恢復的關鍵，因為他們有
強烈的購房需求，南加州大學的
教授Dowell Myers說，移民認為

“擁有美國住房是美國夢的一部
分。”

窮人區和富人區對移民反
應不同

從全國層面上來講，外來居
民的涌入可以提升住房市場的價
值，但是對于不同的社區來說，則
每個社區的故事又各有不同。

專家分析，外來移民在一個
社區的比率從0%上升到30%的
時候，該社區的房價會下降6%。尤其在富裕的
白人社區，當外來移民搬來的時候，當地人就
會逐漸搬走，但是在少數民族或者低收入地區，
移民的加入對當地影響不大。

不過當地人對待不同移民的態度也不同，
研究發現，非西班牙裔的白人移民搬來最受當
地人的歡迎。
文章來源：網絡

外來移民在美買房，從三方面改變了
美國房產市場

在美國，房產稅的徵收充分體現了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理念。

在國外，大多數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對
房地產徵收房產稅。房產稅多屬地方主體稅種，
是保持一個國家財政穩定的重要來源。房產稅
在不同國家的稱呼不盡相同，有不動產稅、物業
稅之稱，在一些國家還包括土地稅。

房產稅作為地方政府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
，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用途：在美國，主要是用
來支付學區的義務教育費用；美國秉持了穩定
和公平的原則，讓稅收既造福于民，又合理調控
了房價。

目前，美國50個州都已徵收房產稅，稅率
一般為1%~3%，美國房地產稅一般要占到地方
財政收入的50%~80%。

根據美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從 2000年到

2007年，由于美國中等價位房的房價增長
了48%，美國房產稅相應的在同期有了62%
的增幅。據瞭解，由于地方政府將房產稅大
部分用于支付學區義務教育、改善治安和公
共環境，從而讓學區周圍環境改善，房價自
然升值。而 在大多數美國老百姓看來，交了
房產稅後孩子可以享受十幾年的義務教育，
他們當然願意交稅。這充分體現了稅收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

由于美國中小學實行義務教育，教育開
支是一筆相當大的支出，房產稅的絕大部分
被地方政府用在教育上，也就是學區稅。這
些稅收用來支付學生午餐、校車的費 用、教

學設備、教師的工資發放和福利改善等龐大開
支。比如亞特蘭大最貴的學區，一年平均預算就
要7000萬美金。因此，一般房產稅最高的地區，
學區也都是 最好的，因為有財政支持。所以這
裏的房產，每年的增值也大。而且自己的孩子從
學前班一直到高中畢業，不用交學費。

而對于房產稅中的縣稅和城市稅，也被用
作與居民房屋有關的支出維護。標準房產稅率
平均為1.5%在美國，房產稅有狹義和廣義之分，
狹義的房產稅是指對房屋 本身價值所徵收的
稅，屬於財產稅；廣義的房產稅則包括交易稅，
也就是在房屋買賣整個環節要繳納的所有稅的
統稱。無論居住在美國哪個州，都必須繳納房產
稅，但房產稅率則因所在州的不同而迥異。

從目前的情况看，美國大部分地區房產稅
的稅率維持在0.8%至3%，平均為1.5%。評估估

價為市價 1/2~3/4 有權收
房產稅的政府機構包括縣
政府、市 政府和學區。他們徵收縣稅、城市稅和
學區稅。一般所說的房產稅，是這三項稅的總和
。這三項的比例，一般是1: 1: 5，以學區稅最多。
縣市二級政府在對房產進行估價時，通常較保
守，評估出的房產價值一般定為市場價格的
50%至75%。

與政府相反，在房產稅中分得最多的學區
則希望將房產價值估算得越高越好。因此，為了
解决房產估價產生的爭執，學區和房主都可依
循一個專門的房產估價的裁議程序，提起申述，
要求重估。

調節經濟不景時會實行退稅
在美國房產稅的 稅率每年由地方政

府根據各種預算收入和支出的情况而定，
因此不同的地方稅率會有所不同。如某地
方政府一年開支為2億美元，這個地方的
房產估價總額為100 億美元，那該地當年
的房產稅率是2%。再過一年，這個地方的
經濟發展了，房產估價的總額上漲為200
億美元，地方政府的開支若仍維持不變，當
年房產稅的稅 率反而會下降一個百分點。

遇到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為了減輕低
收入者等弱勢群體的負擔，同時也為了刺
激消費，一些地方政府會向房主返還部分
房產稅。

監督政府使用稅收接受嚴格監督
美國政府在使用稅收方面也接受老百姓嚴

格的監督，稅收所有支出全部有非常清楚的記
錄，老百姓可以上網隨時查詢。縣、市兩級政府
對于房產稅的使用必須本著公 開、透明的原則
，納稅人可以對政府如何使用房產稅進行監督，
立法機構也會行使監督權。無論是房產稅稅率
的改變，還是房產稅用途的變更，一般都要通過
縣、市 兩級政府討論後决定，同時必須充分尊
重居民的意見。拒絕繳納房產稅的，稅務部門會
對房產予以沒收和拍賣。
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房產稅的徵收與用途：真正的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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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要存多少錢在美國買房要存多少錢？？
你真的瞭解嗎你真的瞭解嗎？？

對于許多人來說，買房意味著美夢成真。
但這也是一項巨大的財務負擔，並不是每

個人都做好了準備。
你如何確定需要多少儲蓄才能買下一間

房子？
首先，弄清楚你想要在哪裏生活。越符合

你理想之地的地方就越好。Beyond Your Ham-
mock 創始人兼理財規劃師羅貝熱（Eric Ro-
berge）建議你問自己以下四個問題：

我想住在城市還是農村？
我可以接受與鄰居挨著住，還是想要一棟

獨立式的房子？
我對上下班的通勤時間敏感嗎？
去我正常的目的地時我想要開車、坐火車

還是步行？

羅貝熱對CNBC表示：“這些問題將幫助
你縮小符合你期望的地區範圍。”

接下來，根據你目前的收入、開支和未來
的目標，算下你能夠負擔得起多少價位的房
子。請記住，也許你能負擔得起更大空間的房
子，但這並不意味著你一定需要這麼大的房
子。

羅貝熱建議你調查在自己鐘意的街區裏
的住宅平均價格是多少，然後將這個數字乘
以20%：相當于你的首付。你需要多少個月才
能省下這筆錢。

羅貝熱認為：“確定了能支付房款20%作
為首付的能力，這將給你一個框架，來幫助你
決定是否有可能在這個社區擁有一間房子。”

為了真正負擔起一間房子，你不僅需要
拿出一筆首付款。最終，你將希望自己能夠有
力地承擔這六方面的費用：首付、成交成本、搬
家費、裝修費、頭幾個月的抵押貸款費用和建
立緊急基金。

讓我們來分別說明一下：

首付
根據你的信用評分、抵押貸款利率和當前

的財務狀況，首付款占總房價的比例可以從
3.5%到20%不等。Brightwater Financial創始人
兼注冊會計師德魯斯（Cathy Derus）建議你將
首付款的比例設置為20%左右，因為他可以讓

你立即擁有更大份額的所有權
。

她對 CNBC 指出：
“這樣做會降低你的月
付金額，你也能得到一
個緩衝。如果住房價格
下降，而你需要賣掉自
己的房子，那麼如果你
擁有更多份額的所有
權，你就不會遭
遇如此多的損
失。”

成交成本
成交成本包括檢驗費、財

產稅和預付利息，通常相當于總房價的2%至
5%。

搬家費
不要忽視將新房改造家所需的成本。除了

你本來就有的家具以外，購置其他家具就會帶
來立即的成本。你需要新的家具來填補更大的
空間嗎？你想要在搬進來時對房子進行裝修嗎
？

羅貝熱認為：“如果你的家是全新的，那麼
你肯定會添置東西。每個人都想要讓家感覺溫
馨和舒適，所以人們經常會在搬入新家後添置
家具。”

抵押貸款
在購房之後的頭幾個月，你能否輕鬆就好

償還抵押貸款？德魯斯表示，有些貸款方需要
額外的現金儲備來證明你有能力還款。但即使
沒做要求，你最好也要準備好這筆現金。

他稱：“如果在購房後的一個星期，你所在
的公司破產了然後你失業了，或者發生類似的
事情該怎麼辦？你會想要確保自己留出了額外
的錢，來以防萬一。”

你也應該將稅款和保險費納入這項準備。

維修與保養費
你的房子有可能在你搬入時還不完美。無

論是添置圍欄還是除去客廳裏亮黃色的油漆，
你都將需要準備好錢用于維修和保養。

德魯斯指出，房主每年的維修和保養費用
會占到房屋價格的10%至20%。這包括預期成
本，例如按揭還款、保險、水電費、稅費以及維
護費用。

同時也要為非常規開支做好現金儲備，例

如更換漏水的屋頂或安
裝安全系統。

緊急基金
選擇買房通常意味著你已經

完成了主要的儲蓄目標，所以注意賬戶
的資金使用情況是正常的。但你還應該
設置一個單獨的經濟基金，向裏面存上三到六
個月的生活費用。

如果買上一間房子意味著會清空你的整
個儲蓄賬戶，那麼你可能需要重新考慮你現在
是否真正負擔得起買房。

將所有這些成本加起來可以讓你得出一
個大概的數字，即你需要存上多少錢才能夠負
擔得起買房。德魯斯表示，請記住，不要讓這個
數字超過你年收入的25%至30%（此處並非指
總房價，指每年的開支）。

如果你算了一下，發現自己只能勉強負擔
這個數字，那麼你應該再考慮買房的事情，直
到你處于一個更穩定的財務狀況。

羅貝熱認為：“如果你買房是因為這是一
項很好的投資，或者覺得租房浪費錢，又或者
覺得自己長大了需要換一種生活方式。那麼這
些都是情緒決定，不是一個對自己財務負責的
人應該做的行為。”

記住，規劃未來很重要。在進行任何重大
的購買行為之前，請始終要評估你的個人情況
，並為你和你的家人做好打算。

羅貝熱表示：“要聰明地使用自己的錢，所
以你應該先選擇合理地租房，並繼續儲蓄和投
資以實現未來的目標。打破平衡或者超支對任
何人來說都不是可行的解決方案。”(文章來源：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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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轉好的年美國房地產市場轉好的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投資者一直在關注美國房地產
市場的復蘇，但是投資者仍然對房地產市場存在這樣的疑問：美
國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泡沫什麼時候破裂？

美國房地產市場現在的走勢是溫和向上

顯然，投資者擔憂2008年的痛苦會再現，擔心房地產市場
再次崩潰。而有關美國房地產市場崩潰的言論最近非常熱門。但
其實如果掌握並觀察以下9個信號，投資者就能夠全面瞭解美
國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並對自己的投資有所參考。

1、獨棟住宅開工數據
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獨棟住宅建設活動開始恢復。美國商

務部發布的4月份住房開工數據中，獨棟住宅開工數據達到了
835萬戶，這是房地產市場的一個轉好的信號。

2、住宅開工率數據
也是最新的數據顯示，4月以來，美國住宅開工率數據雖然

整體略顯疲軟，但是數據走勢依然向上。著名財經媒體Market
Watch報導稱，2017年前四個月的住房開工數量同比增長6%，
而獲得住房開工許可的數量同比增長10%。這也是房地產市場
轉好的一個信號，意味著未來的住房市場數據將更加搶眼。

3、房屋銷售數據
根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Realtors）的數據，美國4月份的成屋銷售雖然比3月環
比有所下滑，但是同比增長1.6%，3月的成屋銷售達近10年來新

高。此次銷售的增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國
房地產市場的庫存量正在減少，使得房地產市
場的賣方市場成為主力，因此房價的上升和市
場的整體轉好有一定的基礎。

4、住房抵押貸款數據
根據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最近的數據顯示，美國近
期的住房抵押貸款的一系列數據均非常活躍，
儘管貸款利率上升，但消費者辦理住房抵押貸
款的的案例截至今年4月同比增長3%。儘管市
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會提高貸款利率，但由于

目前貸款條件和
環境的放鬆，預
計未來房地產市
場的貸款需求將
會更多，從而進
一步推高房地產市場的住房需求。

5、失業率數據
失業率越低，意味著獲得穩定收

入的美國家庭增多，意味著美國家庭
對住房的需求會增長。無論美國經濟
疲軟的狀況如何慘淡，但美國勞動力
市場的形勢非常好，大量工作機會在
等待美國人。截至4月，美國的失業率
降至4.4%，時薪同
比增長2.5%。因此
，失業率也是美國
房地產市場轉好
的一個積極信號。

6、房價數據
房價正在上

漲——這就是目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現實。
根據著名的標普Case-Shiller數據顯示，截
至今年4月底，標普/Case-Shiller指數第四
次創下歷史新高，而且美國20個城市的房
價也創下了自2014年以來的最快上漲速度
。

7、房屋止贖拍賣數據
由于貸款違約的案例減少，美國法院關

于貸款違約拍賣的房屋止贖判決不斷減少。
除了美國政府和監管機構制定了更嚴格銀
行業抵押貸款標準和法規以外，該數據的減
少表明了健康的市場發展趨勢。

8、建築商信心指數
根據美國住房建築商協會的數據顯示，

美國建築商信心指數截至4月創下了12年
來的最高水平。而且這一樂觀趨勢沒有衰減
的跡象，5月的建築商信心指數預期已經創
下了第二高記錄。這一數據的走勢是美國房

地產市場轉好的重要信號。

9、上漲空間
來自房地產研究公司Trulia的一項研究顯示，雖然大部分

美國城市的房價過高，但是還有很大空間上漲，有34.2%的城市
房價達到2008年前水平，因此還有更大空間提升。

綜上，這9個信號可能會讓很多人聯想到2008年美國房地
產市場泡沫時的情況。但投資者必須要注意：美國房地產市場現
在的走勢是溫和向上。因為受制于金融、信貸等產業的恢復，房
地產市場不可能再出現較大的波動。(文章來源：網絡)

99個信號個信號

(示意圖，數據不代表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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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美國房產第一步：
I/房地產專日/170613A簡 房地產現況

★美國房產中介需執照上崗
美國的房產中介從業人員實行考試發牌制

度，所有從業的經紀人和法人都需要取得房地
產經紀牌照(License)後，才能從事經營活動。這
類取得執照的經紀人稱之為執照地產經紀人
(LicensedRealAgent)。沒有執照營業可是非法
的，後果很嚴重。不過，這套美國房產中介這套
執照上崗制度已成功運行多年，有效確保了房
產行業從業人員的素質。

此外，房產經紀人在美國也算一個較為體
面的職位。有數據表明，90%的房產經紀人都有
大學學歷，而且45%的人還擁有學士學位，20%
的更有私人助理。在美國房產市場較為景氣的
年份，房產經紀人的收入也頗為可觀。據2004
年的數據，參與銷售工作的店主年收入搞到9萬
美元。隨著工作年限、經驗的積累，美國房產經
紀人的收入也水漲船高，從業多年的經紀人的
年薪比醫生、大學教師等的還要高。

★美國房產中介傭金比例
最初，美國房產中介的傭金比例是由美國

政府來規定的，但後來發現這樣的做法反而會
限制經紀公司向顧客提供更多服務，所以就放
開了限制。經過多年實踐，目前美國的房產中介
形成了現在的基本規則——收取房價的6%作
為傭金。

不過6%的標準會根據銷售房產的類型而
有不同，各個洲也有所區別，全由市場調節决定
。通常，獨棟獨立住宅的傭金率為3%-8%；大型

商業地產所收取的傭金費則較低，為3%—6%；
至于為開發的土地，則高達6%-10%。通常，在經
紀人完成經紀業務後，房地產機構收取傭金，經
紀人可得到傭金的50%—90%，具體比例由雙
方共同協議確定。

美國房產中介的重要性

★如果你要購買房屋
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房屋是我們一生中

最大的購買活動。除了巨大的金融交易不說，單
是尋找合適的房子以滿足我們特定的需求就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如你不會在沒有對各種型號和價格進行
調查前就購買汽車、計算機或可携式錄像機一
樣，你也不會在沒有專業人士的諮詢和指導下
購買房屋。雖然有些人認為只有在出售房屋的
時候才須使用房地產經紀人的服務，其實房地
產經紀人在你購買房屋時同樣重要。

例如，房地產經紀人能根據你的經濟情况
幫助你决定你能夠負擔多少錢的房子，幫助你
獲得貸款的預先資格，甚至讓你瞭解不同的融
資方法。美西地產的專業房地產經紀人同時還
是鄰里的專家，能夠提供關于學校、交通、當地
的稅務和小區特徵的詳細信息。

使用房地產經紀人同樣意味著你的房屋銷
售信息可進入地產經紀內部互聯網系統(MLS)。
MLS是房地產經紀人使用的重要銷售工具，用
于通知其他經紀人可用的房產信息。經紀人能

夠為你提供
大範圍的可
供選擇的房
屋。

涉及到
你是否支付
過高問題，
房地產經紀
人可以為你
提供房屋的
市場分析用
于比較鄰里
房屋的出價
和賣價。

★如果你
要銷售房
屋

你可能知道與房地產經紀人合作是銷售你
的房屋的不可或缺的部分。首先，你的房地產經
紀人能將你的房屋登記在地產經紀內部互聯網
系統(MLS)中，為你的房屋提供無與倫比的曝光
並確保有最多房地產經紀人幫助你尋找買家。

但房地產經紀人為銷售你的房子所做的遠
不止這些。他或她知道怎樣確定具體的廣告目
標，才能到達你的房子的買家，他們使用所有可
用的市場營銷工具，以確保你的房子銷售得當。

此外，房地產經還紀人還會代表你進行各
種推銷努力，從舉辦openhouse和處理電話諮
詢到向預期買家展示你的房子。

★除了尋找買家，房地產經紀人還能為
你做些什麽?

房地產經紀人提供當地市場情况信息，幫
助你現實和公平地定價你的財產，以及讓你隨
時瞭解可能影響你的財產的市場變化情况。

購買或銷售房屋意味著大量的文書工作。
當涉及到結算代書時，房地產經紀人將非常有
價值。他們會用堅實有力的手引領你走過文書
的崎嶇之路，讓你熟悉代書、保險、房產披露和
檢查程序等。

★為什麼雇用專業人士很划算
如果你雇用代理，從你考慮出售房子的那

一刻就能夠獲益于專業人士的經驗。
你的代理能根據他或她在你的鄰里完成的

交易情况幫助你確定一個合理的市場價格並安
排融資，使在當前市場的快速銷售更為容易–
幫助你獲取你的房屋的淨值。

如果你希望參與你的財產購買融資，你的
代理或經紀人可為你制定一個可行的計劃，以
幫助減少不常見條款的風險，以及為你評估持
有財產保護融資計劃的預期收益。

美國房地產經紀是房產營銷方面的專家。
他們能選擇媒體以及訊息，把有興趣的購買者
帶到你府上。他們會替你面見和篩選買家，運用
他們的銷售能力和談判技巧幫助你得到最好的
銷售回報。每個經紀人事務所都有穩定的客戶
群，是個體業者所不能比的。他們會分享他們對
外觀修理、融資安排或再評估你的登記價格方
面的建設性意見。

賣家和買家間的協議只是最終交易的開始
。從那一刻開始，你的代理或經紀人便能夠處理
完成交易所需的細節和文書工作：從建築和白
蟻報告到火災保險和與代書公司、產權公司的
結算安排。

作為房地產專家，你的代理或經紀人能為
你預先評估你的結算費用和銷售的淨收益，以
及讓你隨時瞭解詳細情况，以保障結算順利按
時完成。
文章來源：網絡

找個靠譜的房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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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路】
她叫 Aly Brothers，一個來自

West Virginia，帶著兩個孩子的
22歲單身母親。

她的孩子們，三歲的Bentley
和20個月大的Levi。他們十分可
愛，但同時他們也非常調皮。“他
們非常可愛，他們乖的日子要比
調皮的日子多，但是當他們調皮
的 時 候，簡 直 會 讓 我 發 瘋，”
Brothers這樣說。

事情發生在 8 月 21 日。然而
不是因為兒子的調皮，而是周圍
人群的評頭論足使得這個單身
母親最終感到崩潰而哭泣。
那一天早晨，她帶著兩個男孩去
超市買牛奶，但是兩個孩子卻不
在狀態。

“我們去了超市，但是他倆卻
不想在超市待著。”Brothers說。
Levi不想坐在購物車裡，然後就
開始扔東西，仍他的鞋，我的錢
包，也 開 始 大 哭。與 此 同 時，
Bentley跑到冷凍櫃那裡，打開冷
凍櫃，打掉了一些食物。就算這
樣，Brothers還沒有發飆，因為作
為家長的她知道，有些時候小孩
子就是這樣的。

快到結帳的時候，男孩們開
始為了一個氣球而開始爭吵打
架，在他們周圍的人就慢慢的將
目光投向他們。一個年齡較大的
男士小聲說道，“這麼小，就有兩
個孩子，還是太年輕。”就是這一
句話，讓Brothers徹底崩潰。

“我回到車裡，抱著方向盤就

開始大哭
，”她說道
。

Bentley 想知道媽媽為什麼傷心
哭泣，媽媽告訴他們，之所以自
己會哭，是因為他們在超市裡做
了不好的事情，而周圍的人卻沒
有諒解和寬容對待我們。

聽了這些話後，Bentley開始
大哭說道“媽媽，我不想讓你難
過。”Brothers說：“我想我應該照
一張此刻的照片，記錄這一時刻
，當以後更糟糕或者好一點的時
候都可以回頭看看今天。”
她隨後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這
張照片，留言寫道:不要再對家長
的評頭論足了，因為你根本不清

楚他們的生活。
“這就是母愛，沒有漂亮的濾

鏡，沒有漂亮的燈光，沒有新口
紅。就是淋過雨後濕亂的頭髮，
昨天太累而沒有卸的妝，還有眼
淚，”她這樣寫道。

“當媽媽很難，當單身母親更
難。”她也說到，這些來自陌生人
的評頭論足尤其令人難受，因為
她只是步入了一段錯誤的婚姻，
就要接受這樣那樣的諷刺。儘管
她也不想這樣，但是她有勇氣走
出這段不幸的婚姻，選擇自己來
撫養兩個孩子。(未完)

美國的單親媽媽，她們的日子怎麼過(上)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612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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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612A 簡下

美國的單親媽媽，她們的日子怎麼過(下)
“他們不認識我，他們不

知道我作為一個母親都做了
什麼，他們不瞭解我的孩子，
他們不知道我是先結婚才生
的孩子。他們不知道我離婚
是因為這段婚姻跟我當單親
媽媽一樣艱辛。”她這樣寫道
。

在留言的最後兩段，她
這樣寫道：
有些時候我可以控制我的孩
子，有些時候我真的無能為
力。有些時候他們聽話，有些
時候他們聽不進去。有些時
候我可以控制自己情緒，有
些時候我會崩潰。我知道困
難的日子將會過去，眼淚總
會停止，爭吵也會停止，我的
孩子們會長大。

所以，當你看到家長在
苦苦掙扎，當你看到孩子在
哭鬧發脾氣，當你看到眼泛
淚光的母親，請說些好聽的
話，不要用異樣的眼神評頭
論足。最後，那些跟我今天遭
遇一樣的母親們，我懂你，我
理解你，我愛你，你很強大，
你做的很好！

這條Facebook狀態被轉

載了近 15000 次，Brothers 說
她收到全世界各地家長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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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60919B 繁

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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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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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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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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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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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刺激用戶瘋狂消費的12大策略
【來源:網路】
亞馬遜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在
2015 年的銷售業績提高了 20%，達到
了107億萬美金。但是亞馬遜的淨利潤
卻很少，大概596百萬美金。所以為了
創造更高的利潤，亞馬遜巧妙地設定
了一些策略刺激消費者花更多的錢。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以下12個亞馬遜
刺激用戶瘋狂消費的營銷策略吧。
1. Free Shipping

在亞馬遜，你可以選擇付費99美
金一年成為其 Amazon Prime 會員，憑
藉此會員，你可以擁有免運費兩天送
達的寄送特權。如果你不購買此類會
員，在亞馬遜購買，你可能需要花上十
幾美金甚至好幾十美金的運費。對於
非Prime用戶，需要湊單到至少49美金
，才能享受免運優惠，而且寄送時間更
長。

這項營銷策略實際上是為了刺激
消費者購買會員，或是買更多的東西
以抵消會員費帶來的花銷。而且事實
證明，這是個非常成功的策略，由此帶
來的收入在2015年達到了11.5億萬美
金。
2.Amazon Prime Membership

據調查，美國現在有四千萬的用
戶購買了Amazon Prime會員。Amazon
的這項服務激發了用戶的購買欲。
Amazon 上的東西本來就比實體店便
宜，如果使用Amazon prime，在家下單
之後就可以坐等商品兩天后送上門來

。同時很多商品也是免運費全額退貨
的，有了這樣方便的購物體驗，很多
Prime 用戶想要買任何東西的時候都
會第一時間去Amazon買。

作為快遞公司最大的客戶，Ama-
zon享有的協議價格本來就非常低，所
以用戶買得越多，Amazon 賺的越多。
而事實證明，Amzon Prime用戶的確更
容易瘋狂購物。Prime 用戶平均一年在
亞馬遜上花費1500美金，而非Prime用
戶僅僅花費625美金。
3. Prime Instant Video

亞馬遜還為 Prime 會員提供了免
費 Prime Instant Video 服務，即流媒體
服務免費觀看亞馬遜的部分電視節目
和電影。

Prime Instant Video雖然沒有直接
給亞馬遜賺錢，但亞馬遜調查發現使
用該免費流媒體服務的 Prime Mem-
bers 較非會員來說，更喜歡從 Instant
Video上租賃或購買電影，用戶數量甚
至是非會員的10倍。
4. One-Click Ordering

沒錯，“一鍵下單”就是亞馬遜發
明的，最著名的專利。在用戶把信用卡
支付信息，收貨地址儲存後，將商品加
入購物車，點擊“One-Click Ordering
”, 就能成功下單，不再需要任何繁瑣
的結帳程序。

這項發明的作用在於，以防萬一
用戶在結帳過程中再三考慮最終棄買
，於是索性不給用戶任何考慮時間，悄

悄地鼓勵他們衝動消費。
5. Dash Button

亞馬遜提供了超過70
個“Dash Buttons”, 目的是
讓消費者二次購買日用品
比如洗衣液，紙巾，寵物用
品等等。Dash Button 可以
擺放在家裡任意地方，連
接Wi-Fi, 不需要電腦或手
機，只 需 要 按 一 下 這 個
Button, 就能輕鬆下單。

因為 Dash Button, 消
費者們幾乎不會去比較價
格，而是直接按下便捷的
Button購買，從而給亞馬遜
帶來了可觀的收益。
6.Data-Driven Upsell

通過分析數據，亞馬
遜指根據既有顧客過去的
消費喜好，提供更高價值
的產品或服務，刺激客戶
做更多的消費。向顧客提
供某一特定產品或服務的
升級品、附加品、或者其他
用以加強其原有功能或者
用途的產品或服務。如果
你之前從亞馬遜買了一台
電腦，亞馬遜會時不時向
你推薦同樣品牌電腦的升
級版。
7. Kindle Promotions

亞馬遜的 Kindle 電子
書閱讀器也是一項重要
消費刺激策略。據統計，
Kindle 使用者每年在亞
馬平均消費 1450 美金，
金額是沒有 Kindle 用戶
的兩倍。
亞馬遜表示，Amazon Kindle的使用
者都是一些層次更高的顧客，他們
在亞馬遜上買的東西平均價格也會
更高些。
8. Prime Day

亞馬遜同時還推出了 24 小時
促銷活動Prime Day, 會員可以在此
期間購買擁有更多優惠的商品。而
且亞馬遜還提供免費 30 天試用的
Prime 會員，所以任何人都能參與
Prime Day這項活動，從而刺激交叉
綁定消費。
9. Lightning Deals

Lightning Deals, 中文即是“秒
殺”。顧名思義，就是特價網站的快
速購物，商家在網絡上 定時定量地

發佈一些價格超低的打折促銷商品，
讓消費者在限定時間之內快速完成購
買，有些價格特別低廉實惠的商品，甚
至可能在剛一上架的時候就被搶購一
空，最快的只需 1 秒鐘。這樣一來，消
費者對其他商品的購買欲也會大大增
強，另外，亞馬遜還未 Prime 會員提供
特權，即提前30分鐘開搶。
10. Amazon Echo

除了制定營銷策略，對智能產品
的涉足同樣也是亞馬遜的銷售擴張策
略之一。Amazon Echo是亞馬遜發佈了
一款像 Siri 一樣識別語音並回答問題
的無線音箱，還能用來播放音樂和提
供信息的。它可以說是亞馬遜一款試
圖提升亞馬遜網站整體銷量的電子產
品。據估計，2015年亞馬遜至少賣出了
3百萬個Echo.

11. Amazon Prime Now
這是亞馬遜推出的 1小時快遞服

務 Amazon Prime Now，Prime 會員可
以使用這項服務幫助購買日用品，辦
公用品，甚至禮物。這項服務令很多消
費者忍不住購買的欲望。有消費者稱，
在這項服務推出前，其一年僅在亞馬
遜上購物數次，而這項服務推出後，該
消費者在短短六周內下了非常多筆訂
單。可以說，這項服務收費低、使用容
易且非常地快。
12. Third-Party Sellers

為了減少昂貴的貨物倉儲費，運
費，亞馬遜引進了第三方賣家，允許較
小企業通過亞馬遜向成千上萬個用戶
售賣商品。據估計，第三方賣家佔據了
亞馬遜全世界銷售的44%。而亞馬遜呢
，只需要輕輕鬆松地收點中介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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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名男子婚后不久被诊断患有

“黄斑部失养症”，造成中枢性视觉丧

失，变成盲人。近日，在科技的帮助下

，他终于能够看到陪伴在身边15年的妻

子的样貌，也可以亲眼见到3个宝贝女儿

长得什么样子。

37岁的安德鲁与凯莉结婚15年，但

是，他一直不知道妻子已经变成什么样

子，生下3个女儿后，他每天只能听着她

们的声音，想象她们的模样。

安德鲁多年来靠着放大工具和眼镜

生活，而在法律上他被认定为盲人，只

能依靠担任实习护士的妻子帮助照顾生

活起居。无法看清楚妻儿的脸，一直让

他感到遗憾和沮丧。他还不能开车或工

作，甚至简单的阅读都做不到，生活对

妻子和3个女儿来说充满挑战，

这些都是当初没预料到的事情。

随着科技的进步，家人得知

有一款科技眼镜“eSight”能够

帮助安德鲁重新看见这个世界，

便在网上展开募款，终于能负担

要价1万美元的特殊眼镜。

据悉，安德鲁与妻子于4月

30日，在25名家庭成员见证下，

以二度婚礼来庆祝结婚15周年，

这个温馨的婚礼也被科技眼镜的

厂商记录下来，于本月8日上传

网络，迅速获得16万人次浏览。

视频中，安德鲁终于能清楚

看到自己的婚礼，还看到女儿们

的脸和身上穿着的美丽洋装，以

及婚礼现场的所有装饰，“我妻

子走下来时，我能看到她的眼睛

、耳朵、鼻子，她的面纱上面还有闪闪

的亮片，这是我从没看过的。我甚至能

够看到5米外的时钟，真的太神奇了。”

安德鲁认为，有了这个设备的帮助

，最大的差别在于可以看到所有生活细

节，同时感激妻子这么多年来对他不离

不弃，从不抱怨，独自扛起养家糊口的

责任。

男子婚后丧失视觉
科技眼镜助重见妻女模样

作为村子里唯一一个村民，只有逢

年过节时才有游客前来短暂陪伴，这种

独居生活会不会很寂寞？保利纳· 格拉西

的经历或许可以给众人一个答案。

据意大利媒体6月14日报道，在意

大利和瑞士交界处的坎诺比纳山谷里，

坐落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马上就

要年满91岁的保利纳· 格拉西是这里最后

一个村民。

每年夏天，村子里通常会热闹一点

，有些游客会来到这个风景优美的小山

村度假，但在其他时候都是格拉西一个

人住在这里。格拉西说，她一生中曾经

出去过两次，“我有过两次短暂的旅途

，一次是去诺瓦拉把我的丈夫送进医院

，另一次是陪牧师去马库尼亚加”。

虽然独居生活听上去很苦闷，但格

拉西却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每天早

晨，我都是8点吃早餐，喝一杯白咖啡、

吃几块饼干。然后我会喂喂鸡、打扫教

堂、摘菜、晒干草……”

格拉西的丈夫早在1993年就去世了

，2016年她的最后一个姐妹也离开了人

世。“现在我只希望我的子女和孙子们

能够身体健康，希望我能够一直生活自

理。我不太愿意住进养老院，虽然我知

道在那里老人会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我

真的不想被封闭起来，我喜欢自由的生

活。”

意大利村庄仅有一村民：
91岁老太一生出村只有两次

印度8岁男孩身高接近2米
你觉得8岁的孩子能长多高？正常情况下应该差不多在1.3米至1.5米

之间。不过印度男孩卡兰· 辛格却要告诉你：可以比多数成年人还要高。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来自北方邦密拉特市的卡兰身高已达到6英尺

6英寸(约合1.98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8岁儿童。

据悉，卡兰出生时的体长就已经超过了2英尺(约0.61米)，体重达到1

英石(约合6.4公斤)，创下“世界最大新生儿”纪录。实际上，卡兰能长

这么高也属意料之中，因为他的妈妈史威拉娜的身高就有7英尺2英寸(约

2.18米)。她是一位篮球运动员，是印度最高的女性。

卡兰的父亲桑杰也是位“巨人”，但猛蹿个头的儿子现在已经快和他

一样高了。桑杰透露说，他确保儿子每天都按照一份营养丰富的“特殊食

谱”来吃东西，有可能他们家族的人的生长激素都分泌过剩。不过，卡兰

定期所做的内分泌检查结果却都很正常。

尽管卡兰身体很健康，不过最让他头疼的是如何买到合适的衣服和鞋

。他现在的鞋码已经达到12号，而且从3岁开始就穿10岁孩子的衣服。

不过，除了这一点不方便以外，他的日常生活还是很快乐、很正常的。

卡兰说：“做完作业之后，我会和朋友们一起玩，然后和妈妈一起打

篮球。从我5岁开始，她就开始训练我，我也希望能像她一样打球，当然

我同样很喜欢学科学知识。”

虽然已经比同龄孩子甚至是成年人高不少，但卡兰还希望自己长得更

高。他坦言：“我想比我妈妈还高，让父母为我骄傲。”

荷兰男子成特殊访客
与名画度良宵

独自在博物馆过夜是什么体验？荷兰美术教师卡斯珀有幸得到这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荷兰国家博物馆改建后的第1000万名参观者，也

是首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内独自过夜的人。

当天，卡斯珀带着他的学生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他们看见有进场

人数快要达到1000万的通告，但是没有特别意识到什么。

突然，卡斯珀和他的学生被邀请进博物馆的贵宾厅，那里有100多

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守候。

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卡斯珀还悄悄对学生说，“可能你们可以得

到一份小礼物了”。但令他吃惊的是，那些职员一起喊着卡斯珀的名字。

卡斯珀挥着手，从人群中走上前去，握着博物馆馆长的手，还以为

是什么玩笑。直到馆长向他表示祝贺，他才知道自己居然就是第1000万

名入场观众。

卡斯珀透露，晚上博物馆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利用这个机会拍了几

张自拍，穿着家居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

卡斯珀当晚在收藏荷兰黄金时代名家伦勃朗名画《夜巡》的展览厅

夜宿。他说：“我就睡在离《夜巡》2米远的地方，太神奇了，我到现

在也不敢相信。”除此之外，卡斯珀还得到了许多其他礼遇，包括米其

林大餐和名酒招待。

网友提问：因为感情基础不好，婚后

有了孩子，好多观念还是不同。他是农村

，大男子主义。觉得我辛苦带孩子没什么

了不起。我婆婆的评价标准也是我得听她

的，听她儿子的。

但我结婚什么都没和他要。房子也是

我父母的首付。我稍有抱怨。他还很不客

气的动手。已经动手打人三次了。孩子也

被吓到。

我真的很伤心。也觉得很不值。但又

怕外人笑话我离异，笑话孩子。我现在有

他之前写的保证，再动手就净身出户。我

害怕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害怕以后

带孩子更难找。或者找的不好，伤害孩子

。

我有稳定的工作。我最近在收集他的

保证和他在小区里动手的监控，监控记录

的不清楚。可能离定为暴力还有点距离。

我也怕父母担心。我最近准备拿上家里的

房子手续和证据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起诉

离婚，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上，大概是

什么结果，好心里有个底。

他肯定会争孩子和房子，很难协议成

功。我内心也想开始新的生活，也许会找

到珍惜我并且对孩子好的人。但确实内心

特别不是滋味。

天空永远蔚蓝的答复：男人打女人，

如果在第一次没有处理好，是特别容易有

第二次和第三次，直至家常便饭和上瘾的

。所以，只要你真心觉醒，任何时候都不

会迟，而且是越早分手越好。

下面我就你心存的几点疑虑，回复下

你：

其一，已经打你三次了，他洗心革面

的可能性不大，这种概率并不会比彩票中

奖的概率高。

其二，关于孩子的成长环境问题。我

认为，与其让孩子在这种没有爱，充满着

暴力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倒不如让孩子在

单亲有爱的家庭中长大。而且你离婚，真

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你这辈子就会孤独

终老。每个人的命运都在自己的手中，改

变命运，要从改变自己开始，战胜自己的

软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所以，只要你

自己肯努力，继续热爱生活，善待自己，

就算你离婚后不再结婚，你的人生也决不

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灰暗。

其三，关于面子问题。当面子成为一

个人的软肋之时，这个人在面子不保时，

就会找一些借口，编造一些谎言，做出许

多虚伪之事，去成全自己的面子。但这样

的结果，只会让你的人生更加被动，因为

你会编造更多的谎言去掩饰前面的谎言，

会有情绪不敢宣泄，会错过问题解决的最

佳时机。而这些，在事实和客观上，让你

的人生变得被动、无趣、悲凉，甚至是彻

底爆发后的无法控制。

其四，关于具体操作问题。我认为，

首先你得在平时作一些准备，搜集一些对

自己有利的证据，在财产上对自己采取有

利保护，在法律上提早咨询律师。只有做

好这些，你才能有备无患，才能在下次危

机出现之时，让自己更加有底气和退路。

我想离婚 却害怕失去孩子面子还有房子

我知道，你已经厌倦我了，因为我不能为你

们舒家延续香火。我受不了了，我们离婚吧。我

突然有如释重负之感，虽然有些不舍与感伤，但

还是同意了，与其不快乐地一起生活，不如离婚

后重新开始。

都说婆媳关系难处，这一点我是领教到了。

虽然我不是女人，但是站在母亲和老婆中间，我

更是被搅扰的焦头烂额。

母亲在我的生活中意义特别，她

因为不能生育，我是她收养的养子，

养父在我十岁那年去世，她一手把我

养大直到我考上大学，她的恩情我没

齿难忘。而老婆，也是我苦苦追求了

四年才追来的，我爱她，她也爱我。

可惜的是，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她

步了我母亲的后尘。而母亲此生最大

的心愿，就是希望我早日为她生一个

孙子。现在目标无法达成，所以她对

肖秋没好气。

但肖秋很倔强，她明确告诉我，

她不能生育，更不愿意因为我母亲的

心愿而生育。所以她们之间总有一股

微妙的张力，把家里弄成一个低气压

带，生活在这个低气压带的人都难受

。

那天，肖秋一身酒气地回来，她说她的同事

过生日，大家一起吃饭唱歌，然后去一家会所按

摩。“你为什么不把身上的烟酒味洗干净了再回

来?”我厉声说，那是我对她多年来说的最重的

一句。肖秋哭了，她说，我知道，你已经厌倦我

了，因为我不能为你们舒家延续香火。我受不了

了，我们离婚吧。

我突然有如释重负之感，虽然有些不舍与感伤，

但还是同意了，与其不快乐地一起生活，不如离

婚后重新开始。

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肖秋，一套房产加上30

万的存折和债券，我只留下了一辆轿车。我对她

有歉意，只能在物质方面弥补她。我知道，我们

对彼此的感情还是有的，只是，我们之间真的横

亘着孩子这样一个大问题。

离婚后我很快找到了新欢，她叫俞，我们之前

就认识，她是一家杂志的副主编。她是个时尚的

女子，爱玩，浑身充满了激情与活力。她带我参

加她的朋友聚会，周末一起去自驾游。我们在一

起很幸福，但是母亲并不喜欢俞，之前她是因为

肖秋不能生育而不高兴，而看到俞，她则觉得俞

太张扬。但母亲也不想再让我不开心，于是她回

到了乡下。

虽然和俞在一起很开心，但是对肖秋的歉意依

然挥之不去。我常给她打电话，并在她生日那天

送去了99朵黄玫瑰。肖秋一个人在家，显得很

冷清。我问她有没有需要我做的，比如安个灯泡

，修个水龙头什么的。她没说话，我扭过头去，

看到她哭了。我抱紧她，心底满是恋爱，她紧紧

抱着我，我们倒在床上。

之后我就经常去看肖秋，但更多还是和俞在

一起。只是有一天，肖秋主动打了我的电话，她

说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原来是她怀孕了。是在她

生日的那个晚上怀上的。那天，我的心里沉甸甸

的，赶紧回了办公室，却依然没有心思干工作。

思来想去，我决定为肖秋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

。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俞，她问我在哪里。我

告诉她我有事要跟她说。俞说她也有事要告诉我

，我们约好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见面后，俞说，什么事，你先说。我让她先

说。于是，一天之内，我得到了第二个让我几近

晕厥的消息，俞告诉我，她怀孕了!我沉默许久

，不知该不该告诉她真相。在她的催促下，我终

于还是告诉她，4个小时前，我在前妻家，她告

诉我，她怀了我的孩子。

俞缓缓地站起，看了我一眼，褪下手上的那

枚钻戒，转身而去。我真希望她挥手打我一个耳

光，或者歇斯底里发作一番，可她只是看了我一

眼，相视的那一刻，我知道也许我们此生再不相

见。桌上的那款钻戒，一如俞的优雅沉默，我又

想起了那款千禧玫瑰，那是5年前我对肖秋的承

诺。

生命中的两个女人都让我难以割舍，但我只

能选择一个。我终于明白，此后，我将难以安宁

，只能用我的良心为我的欲望埋单。

有了女友还想前妻，她们同时怀孕但我只能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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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静水深流。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我们每一项制度变革都在为国家和民族全面振
兴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科技奖励制度作为党和国家激励自主创新、激发人才活力、营
造良好创新环境的重要举措，近日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时间节点。《关于深化科技奖
励制度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这是继1999年《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颁布后，中国科技奖励制度迎来的又一次变革机遇。

《方案》 规定了改革指导思想和基本原
则，提出了“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

“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展”“鼓励
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康发展”等 3
大重点任务。

“我很高兴地看到，《方案》 通过顶层
设计，提出了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的框
架，为今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描绘了‘行
动路线图’。”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钟书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

表达看到 《方案》 后的欣喜之情。作为从
事科技奖励政策研究 20 多年的学者，他深
谙该领域发展脉络，认为 《方案》 在诸多
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在“改革完
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部分，亮点纷呈。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
员万劲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提出类似
看法，他表示，“改革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
度”是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方案》以约一半的篇幅进行界定和阐释。

《 方 案 》 直 指 科 技 奖 励 功 利 化 痼
疾 ， 不 仅 提 出 “ 健 全 科 技 奖 励 诚 信 制
度 ”， 从 加 强 监 督 、 畅 通 举 报 渠 道 、 严
惩学术不端等方面加大治理力度，而且
特别强调强化奖励的荣誉性，提出“禁
止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国家科学技术奖名
义进行各类营销、宣传等活动。对违规
广告行为，一经发现，依法依规予以处
理”。

万 劲 波 指 出 ，《方 案》 彰 显 了 治 理
科 技 奖 励 制 度 功 利 化 的 力 度 与 决 心 之

大，接下来需要在相关条例和实施细则
上进一步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钟
书华说，据他观察和总结，社会上关于
科技奖励有两类不良现象：一是有人利
用 个 别 获 奖 候 选 人 的 性 格 弱 点 ， 打 着

“ 帮 助 获 奖 ” 的 旗 号 ， 取 得 非 法 利 益 ；
二是个别商家过分夸大和虚假介绍获奖
成 果 ， 欺 骗 消 费 者 以 牟 利 。《方 案》 对
国家科学技术奖作出上述禁止性规定，
并 进 行 处 罚 ， 旨 在 维 护 奖 励 的 荣 誉 价
值，避免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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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功利化和庸俗化亮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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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3大重点任务

◀钟书华：华中科
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万劲波：中国科学
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
研究员

解读专家

①

正如钟书华等学者之前接受本报采访所预期的那样，《方
案》 一方面提出，引导省部级科学技术奖高质量发展，另一
方面表示，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的科学技术奖健康发展，对于
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和组织保障的奖项，鼓励向国际化方向发
展，逐步培育若干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奖项。这
不仅将极大改变长期以来，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主导的科技评
奖过多，社会力量科技奖项“短缺”的现状，而且将大大提
高我国社会力量奖项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对国际创新人才的
吸引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获得
了较快发展，诞生了以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和全
国专业协会奖为代表的知名奖项”，钟书华指出：“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科技奖项当然不容易，要具备几个必
要条件。一是奖励对象应是‘个人’，打破国籍限制。关于这
一点，《方案》已经作出相应制度安排；二是每个奖项每次获
奖人不超过3位；三是有稳定、严格的评审程序和评审标准；
四是获奖成果要有国际影响。”纵观我国目前已有的社会力量
科技奖，钟书华认为，何梁何利奖无疑是其中最知名、社会
美誉度最高的，如果该奖项改变奖励章程，奖励对象扩大到
国际范围，有望率先成长为“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
奖项”。万劲波强调建立“科技奖励品牌”市场培育机制和社
会培育机制的重要性，提出支持社会力量奖励加快发展，成
为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主体，形成一批如“未来科学大奖”
等有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奖励品牌。

根据 《方案》 要求，相关部门接下来要完成 《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条例》 的修订和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
则》 的修改完善工作，从法规制度层面贯彻落实科技奖励制
度改革精神。钟书华表示，《方案》发布标志着顶层设计已经
完成，在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基础上推进相关法规的修订或修
改完善，将会确保顶层设计在实践层面得到切实贯彻执行，
从而实现新中国科技奖励制度又一次新的飞跃。他说，新中
国成立初期，科技奖励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可称为1.0
版本；1978年到1999年间，我国科技奖励制度重新恢复并成
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出台了相关法规制度，初
步形成了科技奖励制度体系，可称为 2.0版本；进入新世纪，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的要求，完成科技奖励制度顶层
设计，推进科技奖励制度实现新一轮变革，由此催生了3.0版
本。这必将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营造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全
社会支持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
展、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注入更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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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提出，改革现行由行政
部门下达推荐指标、科技人员申请报
奖、推荐单位筛选推荐的方式，实行
由专家学者、组织机构、相关部门提
名的制度，进一步简化提名程序。钟
书华认为，“提名制”这一重大“去
行政化”改革举措压缩了个别候选人
非学术操作空间，不仅体现了尊重专
家学者的态度，而且顺应了科技共同
体自治的内在要求和国际奖项评选的
普遍趋势。万劲波认为，提名制有利
于消除“挂名”奖励和“过程”奖
励，促进客观、公正，同时，还可以
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奖励申报中解脱
出来，使他们潜心治学。

奖项“瘦身”和“塑形”是另一
大亮点。《方案》 提出，大幅减少奖

励数量，三大奖 （自然科学奖、技术
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总数由不超过
400项减少到不超过300项，同时，要
进一步优化奖励结构。万劲波指出，
奖项“瘦身”有利于保持奖励的“高
门槛”，而“塑形”则是使其结构比
例更为合理。他认为这里的“结构”
包括奖项结构、领域结构和年龄结
构，其发展方向是使科技奖励与世界
科技强国建设的能力基础和供需结构
相匹配。钟书华认为，三大奖中，大
幅削减的会是科技进步奖，因为设置
该类奖的初衷是为鼓励科技成果转
化，今天成熟的市场机制已经建立起
来，其作用可以交给市场来完成，减
少此类奖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 把三大

奖奖励对象由“公民”改为“个人”，同
时调整每项获奖成果的受奖人数和单
位数要求。对此，万劲波指出，这反映
了科技奖励视野更为开放，为中国科
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国防现代
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都可获得奖
励，能够对本土人才、港澳台人才、国
际人才和留学回国人才进行一体化奖
励。钟书华认为，上述调整尊重了科
技前沿创新规律，因为在科技史上，前
沿突破往往具有科学家个体创新特
征，如瓦特发明蒸汽机，爱因斯坦提出
相对论；而调整人数和单位数则有利
于凸显骨干创新人才在科技突破中的
地位和作用，从而为杜绝科技奖励“免
费搭车”和“科研荣誉大锅饭”现象指
明了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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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知名奖项

提名制+减量提质+开放性

中国航天科技领域涌现出一批功勋科学家，他们是国家科
学技术奖当之无愧的获得者

3.0

④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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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記日本料理連鎖店Toro老闆兼大廚徐卓鈞

（本報記者黃梅子）對於徐卓鈞來說，這
幾年真是好事連連，芝麻開花節節高。餐館開
得越來越多，生意都非常火爆。 6月位於休斯
敦上城區

10694 Westheimer 的第二家 Toro日本料
理店即將新張開業，好地段加上好味道，這又
是一次成功的擴張！

徐卓鈞是一個不像老闆的老闆，倒像一個
模範員工，在他的餐館裡，他永遠在忙碌著，
他說他喜歡做事，喜歡忙碌，不喜歡閒著。他
對做菜是發自內心的喜歡，因為用心，所以卓
越！他去年10月回國參加中國食文化研究會國
際青年廚藝交流大會，獲得了成都賽區比賽得
銀牌。

徐卓鈞說，他喜歡做菜是因為母親做的菜

太好吃了，永遠忘不了Home made的味道!吃
好吃的東西就是幸福的味道！他家兄弟姐們6人
，只有他特別熱愛廚藝。小時候，他最愛坐在
廚房的小板凳上，幫著媽媽給灶裡添柴火，空
氣中氤氳著蒸點心的香氣，這一幕畫面一直在
他的腦海裡揮之不去。成為一個傑出的廚師一
直是他的夢想，讓更多的人吃到他做的食物讓
他感到幸福，也給他帶來成就感！

徐卓鈞又名徐疇棟，是廣東省中山市人，
高中畢業後他一門心思想當廚師，放棄高考而
參加了中山市勞動局舉辦的廚師培訓班，學習
了一些招牌菜和一些傳統菜，課外也學習雕刻
藝術和一些特別菜式，為以後的廚師之路打下
了堅實基礎。

從廚師培訓班畢業後，一些國營飯店紛紛
向徐卓鈞伸出橄欖枝，邀
請他加盟。初生牛犢不怕
虎！徐卓鈞做出了一個大
膽而驚人的決定，自己幹
，當個體戶！他和朋友一
起開設了珠海市第一家大
排檔“展望”，這也是第
一個在珠海市工商局註冊
的個體戶！這在當時，是
石破天驚的舉動！家人朋
友都覺得他腦子進水了，
如果沒有鐵飯碗恐怕今後
連老婆都娶不上！大家紛
紛勸說他不要冒險，應該
進國營飯店當個主廚，既
沒風險待遇又好，一輩子
都高枕無憂！但徐卓鈞敢
為人先，他有魄力有技術
，很快就把大排檔搞得紅
紅火火，賺到了第一桶金
。
當大家都開始乾個體戶
的時候，徐卓鈞又把眼光
投向了美國。他永遠都快
人一步，1983年8月他移
民美國，先是投奔了在舊
金山開“龍鳳酒家”的舅
父，在那裡幫廚7年，積
累了豐富的經驗，英語也
有了很大的提高。 1990

年他離開舅舅，開始在美國獨自奮鬥。他
先到了佛羅裡達，在奧蘭多的“雙龍”大
酒家、“福軒”酒家、“美心”等酒家當
大廚。美國的中餐其實並不是傳統的中餐
，大多經過了改良，最受歡迎的是“甜酸
雞”、“左宗雞”、“雜碎”、“炒飯”
之類迎合美國人口味的所謂中國菜，徐卓
鈞每天做著這些菜都非常痛苦，因為這些
菜完全體現不了中華飲食文化的精髓！他
想做些正宗的中國菜給老美吃，可老闆們
都不答應，他們一直都是做這些菜給老美
吃，大家都是這麼做，為什麼要改變呢？

改變不了老闆，那麼就改變自己！徐
卓鈞決定自己當老闆，做正宗的中華美食
給老美吃！他找到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合夥
人，原來在北京的北京飯店做粵菜主廚的
魏忠信師傅，倆人1995年在佛州Tampa
市開設了“北京”大酒家，豪情萬丈做正
宗的粵菜給美國人吃，結果老美都不喜歡
吃，老美就是喜歡吃“甜酸雞”這類改良
的中國菜！這一次創業以慘敗而告終。理
想破滅，多年打工攢下的積蓄也敗光了，
徐卓鈞又從零開始，繼續輾轉在美國各個
中餐館打工。

2003 年，徐卓鈞來到了休斯敦
Gaveston 的“Yamato ”日本餐廳打工
，在這裡他學會了做日本鐵板燒和壽司。
因為他手藝好，很快他跳槽到休斯頓的著
名日本餐廳“紅花”當廚師。一直幫人打
工，徐卓鈞卻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當老闆的
夢想。德州休斯敦可以說是徐卓鈞的風水
寶地，他2011年和朋友一起在休斯頓郊
區開設日本餐廳“將軍”，當股東和總管
，幸運之神從這一刻開始眷顧他。從“將
軍”開始，徐卓鈞一發而不可收拾，很快
他就和幾個股東一起又開設了“中國海岸
”中餐自助餐館、“Caffee East ”中餐
自助餐館，最成功的是“Toro ”日本餐
廳，和現在則將開業的新“Toro ”日本餐廳。

徐卓鈞和朋友開設的餐廳開一家火一家，
他在中餐走向海外這條路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收穫了成功的喜悅和自信，同時他也得了同
行們的尊重和支持。他的好朋友譚君源也是休
士頓中餐業的趐楚，有著雄厚的實力和廣博的
人脈，對他經營及拓展的業務給予了真誠的支

持和幫助。徐卓鈞深有感悟的對記者說，要感
恩朋友，用真心交朋友！只要用心做人、用心
做事、用心做食物、無論是哪一國的食物、無
論哪一種菜系，只要用心去做味道都會好，味
道好食客自然來。這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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