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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CNBC稱，最新數據顯示，過去一
年外國人在美購房無論在數量還是金額方面
都創下歷史新高。

全美房地產經紀商協會（NAR）發布的數
據顯示，去年4月至今年3月間，外國人在美購
房總額達到1530億美元，較此前一年飆升49%
，超過 2015 年創下的前紀錄。交易總量達到
284455套，較此前一年增長32%。

這一增長扭轉了此前一年的下降趨勢，令
人感到驚訝，特別是考慮到過去一年美元對多
數主要貨幣的強勢表現，因為這使美國的住房
價格對于外國人而言更加昂貴。顯而易見，美
國作為金融避風港的吸引力抵消了房價上漲
的影響。

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對外國人的銷售額構
成美國二手房銷售總額的10%，占總銷量的5%
。

外國人在美購房主要集中在三個州：佛
羅裏達州、加州和德克薩斯州。這三個州的銷
量占到過去一年外國人在美購房總量的一半
。

中國人連續第四年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場
最大的海外買家，過去一年在美購房總額達到
317億美元。排名第二至五位的依次為：加拿大
（190億美元）、英國（95億美元）、墨西哥（93億
美元）和印度（78億美元）。俄羅斯買家所占份
額降至1%。

不過，最大的增長來自加拿大買家，他們
在美購房的平均價格達到56.1萬美元，較此前
一年增長近一倍。

報告顯示，中國買家最青睞的購房地點仍
是加州，但越來越多人開始選擇德克薩斯州。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於加州房價的飛漲。

過去一年，中國買家在加州購買的房屋均
價從此前一年的93.7萬美元降至78.2萬美元，
盡管數量從此前一年的2.9萬套增至近4.1萬套
。這種購買力的下降可能與中國政府收緊對資
金外流的監管有關。(取材新浪美股訊)

中國買家連續四年稱霸中國買家連續四年稱霸中國買家連續四年稱霸
外國人赴美購房創新高外國人赴美購房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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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數據顯示，近60%的中國留學生都選
擇了美國，而且留學越來越呈現低齡化趨勢。
孩子在美國讀書，尤其是即將就讀高中，是否
需要購買學區房就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
題。

那麼，留美學生家長到底該不該做美國房
產投資呢？先來瞭解一下美國的學區房。

1、在美國，什麼是學區房？
美國的中、小學分公立、私立兩種。如果家

長計劃讓孩子讀美國私立中小學，那麼就跟
“學區”沒有關係了。美國有“學區”概念的，主
要指的是公立中小學，在美國，90%的孩子上的
都是公立中小學。

美國學區房政策靈活開放，能夠保證孩子
有一個穩定、良好的學習環境。美國法律規定，
任何孩子，只要居住在該學區內，就享有免費
教育的權利：公立學校（包括1年幼兒園）到高
中畢業全部免費。

也就是說，不論是否在學區內擁有房產，
哪怕是租在學區內，對于孩子教育來說都是一
樣的。那麼，對于中國留美家庭來說，購買學區
房是否有必要呢？

2、現實中，家長們這樣選擇
美國的公立中、小學的資金，主要來源于

學校周邊地區的房地產稅。各地稅率不同，大
多為1%-3%。一個學區如果房子價格高，房地
產稅相應高，通常房地產稅總額的一半以上用
于公立中小學的修繕建設、設施設備、聘請教
師、開展活動、校車接送等等。用于學校的錢寬
裕，教學質量便會提高，從而吸引更多家長來
買學區房，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所以好學校的
學區房，本身就兼具了甄別家長社會地位、財
政實力、優質鄰里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美國，一般家庭若收入能夠負擔
得起房價的話，都會選擇購買“學區房”。越來
越多的中國人也在美國購置學區房，有的是為

子女在美國讀書考慮，有的則純粹出于投資的
目的。在購房總成交額方面，中國買家憑藉高
達220億美元的支出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場最大
客戶。

也正因為學區房的投資成本較高，許多家
庭會選擇就近租房來替代購買，因而學區房的
投資也會使得後續的租賃市場得到保證，這也
是很多買家所看重的投資收益點。

無論是從教育收益還是投資收益來講，這
些投資者都十分聰明，他們購買的學區房除了
尋求優質教育資源、租金收入外，也追求房地
產價值的升值趨勢。

3、如何選擇好學區？
“學區”對房價有很大影響，同樣條件的房

子，在好學區和差學區的價格可能會相差一倍
。對于學區的好壞，美國不同地區都有一套自
己的衡量標準。

在紐約，教育部門公布的年度學校排名由
三個指標決定：學校環境(包括學
生出席率)占 15%；學生表現，其
中初中和小學根據學生英語和
數學中的會考成績衡量，而高中
則根據學生畢業率衡量，占總分
的30%；學生進步，包括學校是
否有效地幫助學生取得進步，占
總分的55%。而在加州，政府每
年主要通過API（加州公立學校
學術表現指數）分數來衡量各地
中小學校的表現。

雖然指標不盡相同，但官方
發布的數據具有很強的權威性，
可以作為挑選學區房的可靠依
據。

美國有1600多所最好的高中，但100強則
相對集中在幾個州：加利福尼亞州、佛羅裏達
州、馬裏蘭州、紐約州、弗吉尼亞州、得克薩斯
州、華盛頓州等。也就是說在這些州，最好的高
中數量多一些，其中加州最多。如果一定要選
擇一個簡單標準來衡量美國學區的優劣，那麼
選擇富人區最直接。因為富裕的社區和城市，
學校和地區整體環境往往更好。

4、如何選購學區房？
美國學區房可分為兩類：
一類學區房是上文提到的優秀高中所在

學區的房子。美國學區房只挑高中，美國對學
區房的精准定位也在高中。美國的中小學教育
階段，孩子的學習任務相對輕鬆，而決定一個
孩子未來能讀哪所大學的飛躍性成長學習都
集中在高中階段。在美國，每一所房子都有一
個附近學區相匹配的學校。

另外，大學周邊用于出租給大學生的公寓
，也可說是學區房。由于大學的學生公寓租金
較高且數量難以滿足學生的需求，所以大部分

的美國學生都會選擇到學校周邊租房居住，這
類學區房適用于投資和以學養房的人。如果孩
子是去美國讀大學，購買這樣一套學區房不僅
可以更好地解決孩子本身的住宿問題，其未來
的投資收益也非常可觀。

以投資為目的
房子的區域地段首先要選在經濟發達、人

口稠密、對房源需求高的地方。
風景好，資源稀缺的地方，房子更有升值

空間。
針對專門投資“學區房”的人來說，不是房

子足夠貴才有高回報，主要看性價比。
溫馨提示：
價格高的學區房與低價學區房的差別還

在于：出租的時候，貴的地段一般象徵著當地
租客水平高，整體素質好，如爾灣。租金便宜的
地方，很可能遇見素質參差不齊的租客，可能
面臨信譽不佳、收入不穩定、易拖欠租金、毀壞
房產等棘手的問題，這樣的風險也有必要考慮
進來。

以學區為目的
教育硬性成績依然是重要參考指標。
以加州地區為例，政府主要通過API來衡

量各地中小學的表現。API 分數介于 200 至
1000 分之間，一般
800 分以上的學校
屬比較優秀的。

考察當地的居
民素質、人口組成、
生活便利性和治安
情況。

居民素質體現
了一個社區的文化
和教育水平，考察
時可以關注離婚率
、家庭和單身的比
例、居民的受教育

程度等。對于華人來說，周邊如果有華人超市
則可以大大的加分，因為這往往意味著周邊已
經成為較成熟的華人聚集區。至于治安情況，
一般可以通過網站查詢地區犯罪率報告，或是
與實地考察相結合。

房產稅會隨房價走高，當地教育經費越高
，公立學校越受益。

公立學校的教育資金主要來源于學校周
邊地區的房地產稅，學區的資金跟房地產稅的
數額成正比。

當然，購置美國房產不止要謹慎選址、選
擇戶型，還面臨諸如貸款、幫租等各種專業、複
雜的手續，且每一個留美家庭的具體情況都有
差異，建議各位留美家庭一定要尋找專業的海
外置業機構，獲取專業的幫助，以求事半功倍。

(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1007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學區房這麼投資最保值美國學區房這麼投資最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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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30%的美國億萬富豪是從房地產中產生的，很多人
認為這是創造財富的最好辦法。對于有志于房地產事業的朋友
們，地產投資家Tai Lopez提供了以下值得借鑒的方法：

(一)開始不宜做大
如果你從來沒有投資過房地產，那麼最好從小筆投資開始，

而且不要用自己的錢。沒有哪位成功的商人會說：“我的第一筆
交易是我最好的。”您必須學習如何閱讀地產合約，建立諸如如
律師和房地產經紀人的專家網，並開發出良好的市場預見性。這
些都來自于經驗。

可以找到一些便宜的物業，如單戶住宅、多單元公寓或商業
物業，翻新後轉賣。

(二)理想不宜太小
如果手中沒錢，您可能很容易會放棄房地產業務。其實，在

房地產交易中，最重要的是具體的交易如何，而不是你有多少錢
。

如果你手中有5萬美元，並想做20萬美
元的交易，你就不能購買四個單位以下的建
築。因為每個單位每月只能生產1,000美元或
2,000美元的收益。而且您可能會花掉數千美
元對這些單位維修，然後才能出租。這個數
學並不困難：您得不到足夠的回報。

所以，你必須從16個單位開始才能做大
，不要少買。沒有16個單位，你就不能有足夠
的錢請一位經理，那樣，你的全部注意力都
會放到財產上。要想得到16個單位以上的地
產，您就需要懂得如何使用其他人的錢，同
時學習如何銷售。

(三)瞭解宏觀經濟情況，最好
找一位導師

儘管房地產交易看起來很容易，但是最
有利可圖的機會卻很難讓人知道的，你要學
會善于發現和創造機會。

經濟強勁，消費者信心旺盛，庫存水平
低，利率降低，這些都是房地產獲利的最佳時機。

消費者的信心和強勁的經濟會使買家感覺“現在是購買的
好時機”；低利率允許買家購買更多的房屋；低庫存水平可製造
買家的投標戰爭。以上這些都會為投資者出售其翻轉的房屋帶
來很好的契機。

(四)先學習，再賺錢
在把錢投出之前，教育自己！信息量很重要。
持有資產同樣是通過房地產建立財富的好方法。那些主要

城市的周邊地區雖然污染，但是住房資源有限，租房的需求量不
斷增加。這些不起眼的房屋的租金，可以讓您擁有一個小型企業
，還可以償還您的抵押貸款。

不要吹噓你的預算。大多數項目都有掙有虧，它只是業務的
一部分；對那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要保持警惕；保持資金的平衡以
增加回報並降低風險。

從一個項目開始，規劃調整，然後再買。繼續努力，直到建立

一個堅實的商業基礎。
教育自己，創造價值，和經紀人談話，打電話給承包商，查看

開放房屋，參加聚會。
學習！當你準備好了，勇敢地敲開那道門！最好的交易是不

出售的，去找到它！

(五)從今天開始
地產投資家Tai Lopez曾經使用過三種策略：
1)購買低收入財產，通常為35,000美元到55,000美元。成本

低，收益率一致。將管理交給第三方公司，收取月租金，保證年收
益率為8%至10%。如果您每年購買兩到三個這樣的物業，您將
在十年內擁有20到30的投資組合。

2)如果你可以自己修理，做一個“居住兼轉賣”。買一個需要
修理的房子，住上一兩年，然後轉賣以獲得利潤。在10年內進行
5次這樣的買賣，就可能會產生30萬到50萬美元的淨利潤。

3)合資經營：如果找到一個很好的交易，可以考慮融資，找
到另一個投資者與你合作。

撥打電話，找到合資夥伴，正確計算投資成本和銷售價格。
大多數人犯的錯誤是低估了投資成本，卻高估了銷售價格，從而
無法獲利。

(六)在購買中獲利
每個交易都包含一些核心要素：它們不需要很長時間來完

成，且能帶來最大的利潤，同時也可最大限度地減少您投資的風
險。

注意：在真正開始之前，要鞏固您的兩個團隊：A)您信任的、
可提意見的顧問；B)與您同心協力的員工。

一旦計劃好了，開始行動吧！你同時還不止需要一個備用計
劃，確保萬無一失，您至少需要五個退出的策略。地產投資家
Tai Lopez認為：房地產市場的風向可能隨時會迅速轉向；你最
不希望發生的事情是投資了十個以上無法賣出的地產。

最後，要瞭解買入、持有和出售之間的區別。購買是一個沒
腦子的行為，但它會決定你的成功與否。Tai Lopez的主要策略
是長期持有商業地產，儘快出售住宅地產。(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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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不多錢不多，，投資美國房產時怎麼獲利投資美國房產時怎麼獲利？？

據市場觀察網站報道，房子越來
越貴，這已不是秘密。不過，在美國

1000多個社區裏，你真的
需要花大價錢才買得起房
子。

根據房地產網站Zil-
low周四發布的一份報告
，2014 年至 2017 年，美國
新增了346個“百萬美元”
的社區。現在，美國一共有
1280個這樣的社區。在一
個給定的郵政區碼內，至
少有10%的房房價格達到
7位數或更多。

Zillow 的首席經濟學家 Svenja
Gudell說：“在許多社區，房房價格達

到了7位數。對那些收入沒有跟上房
價上漲速度的中產階級房主而言，其
負擔能力將因此受到實質性影響。房
價與收入的不平衡尤其會對固定收
入人群產生大的影響，他們的房產稅
隨著房房價值的增加而增加。”

紐約新增的百萬美元社區數量
最多(53個)，其次是舊金山(36個)。舊
金山還有一點同樣引人注目。根據
Zillow的定義，在舊金山，有四分之三
的社區符合百萬美元社區的標準。舊
金山有五分之一的百萬美元社區是
2007年以來新建的。

不只是紐約和舊金山在近年來

新增了百萬美元社區。在美國西海岸
的一些城市也出現了百萬美元社區
增加的情況。僅在過去一年裏，在洛
杉磯市區就增加了13個百萬美元社
區。

不過，美國的部分其他地區並沒
有表現這麼好。在過去十年裏，辛辛
那提和密蘇裏州聖路易斯都沒有新
增百萬美元社區。而印第安納波利斯
和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也沒有增加
這類社區。

根據金融分析公司CoreLogic的
數據，美國全國的房價較2011年的低
點上漲了近50%。近年來，人們在家

裏呆的時間更長，同時建造的新房數
量一直很少。這些因素推動待售房屋
出現史上最嚴重的短缺，並推動房價
上漲。

美國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房價上
漲並不只是創造出百萬美元的社區。
根據房地產數據公司 Attom Data
Solutions的數據，2017年第二季度末
，超過1400萬套房產是“富資產”，這
意味著這些房產的貸款總額占到房
產市場價值的50%或更少。總的來說
，美國的按揭房產中有近四分之一是
富資產，而一年前是22.1%。(文章來
源：網絡)

房價漲不停房價漲不停 33年內年內346346個地區升級成百萬豪宅區個地區升級成百萬豪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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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嗖嗖漲嗖嗖漲這些城市買房不難

美國人迫切地想買個屬於自己的房子，可
房價去不隨人願，一直不停地漲！

據商業內幕報道，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NAR）的統計數字顯示，今年夏季房屋銷售數
量略有下降，全國房屋平均房價同比上漲6.5%
至6月份的263,800美元。

7月的情况對購房者更為不利。美國商務部
數據顯示，美國7月新屋銷售年化總數57.1萬戶
，同比下降8.9%，是自2014年6月以來最差的一
年。

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還顯示，7月新屋售價中
位值為31.37萬美元，成為有史以來最高的7月
新屋中位值。

從長期看，新屋的中位價格比1990年以來
大幅上漲了10%至20%。

在一份新報告中，GOBankingRates 利用
Zillow的數據，對100個人口最多的房地產市場

的房價進行了分析，比較
了它們在 2016 年 6 月和
2017年6月的房價。分析發
現，在這些城市中有19個
的房價漲幅超過 14%，但
購房者仍可接受。一起隨
僑報網看看這些城市都是
哪些。

17. 加蘭，得克薩斯州
（Garland, Texas）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
$203,950
同比增長：14.58%

16. 堪薩斯城，密蘇裏
州 （Kansas City,

Missouri）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195,000
同比增長：14.77%

15. 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Las Ve-
gas, Nevad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269,900
同比增長：14.90%

14. 列克星敦，肯塔基州（Lexington,
Kentucky）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246,163
同比增長：15.57%

13. 奧蘭多，佛羅裏達州（Orlando,

Florid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264,900
同比增長：15.68%

12. 奧馬哈，內布拉斯加州（Omaha,
Nebrask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226,000
同比增長：15.90%

11. 林肯，內布拉斯加州（Lincoln,
Nebrask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219,900
同比增長：16.35%

10. 克利夫蘭，俄亥俄州（Cleveland,
Ohio）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69,900
同比增長：16.69%

9. 北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North Las
Vegas, Nevad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227,845
同比增長：16.84%

8. 印第安納波利斯，印第安納州（India-
napolis, Indian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145,950
同比增長：16.85%

7. 韋恩堡，印第安納州（Fort Wayne,
Indian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145,000
同比增長：17.03%

6.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Minneap-
olis, Minnesot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269,900

同 比 增 長 ：
17.35%

5. 諾克斯維爾，田納西州（Knoxville,
Tennessee）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198,900
同比增長：19.10%

4. 辛辛那提，俄亥俄州（Cincinnati,
Ohio）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180,000
同比增長：20.60%

3. 彭薩科拉，佛羅裏達州（Pensacola,
Florid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188,650
同比增長：21.01%

2. 亞特蘭大，佐治亞州（Atlanta, Geor-
gia）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335,000
同比增長：24.54%

1. 布法羅，紐約州（Buffalo, New York）
標價中位數（2017年6月）：$84,900
同比增長：34.76%
(取材僑報網)

水牛城水牛城，，紐約州紐約州（（Buffalo, New YorkBuffalo,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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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高得離譜它它它

Santa Clara, California Sunnyvale CaliforniaSunnyvale California

是罪魁禍首

美國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全球投資
者心中重要的投資標的，在次貸危機
爆發10年之後，美國多個城市的房屋
售價與泡沫巔峰時持平甚至更高。其
中，低庫存更成為推高房價的原因之
一。

據證券時報報道，美國最大的房
地產數據平臺Zillow近日發布的數據
顯示，今年7月全美約有半數的大城
市房價創下新紀錄。過去一年，全美房
價中值增長6.8%，Zillow房屋價值指
數達200700美元，比2007年4月樓市
崩盤前上漲了4100美元。此外，自去
年7月份以來全美房屋平均租金上漲
了1.6%，達到每月1427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夏季美國購
房者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低庫存。Zil-
low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市場上的
房源量比去年减少了 13%，這是自
2013年6月以來房源量降幅最大的一
次。

另據路透社報道，一項針對房地
產市場的調查顯示，受新屋稀缺、利率
低和需求穩定增長的推動，美國房價
預計將在2017年、2018年兩年累計上
漲10%。英國凱投國際宏觀經濟諮詢
公司房地產經濟學家馬修預計，2017
年美國的房屋庫存水平很難改善，價
格或將被抬高。

Zillow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Svenja
Gudell表示，美國樓市較為緊迫的問
題就是庫存量出奇的低，引得購房者
爭相爭購。今年夏季，美國樓市供不應
求，購房日趨白熱化，只會不斷推高房
價。

美國房價有多高？不久前，僑報網
報道了在美國最昂貴的住房市場，買
房需要賺多少錢以及這些地區的房價

中位數。

排在前10位的是下面這些城市
：
10. 那不勒斯-伊莫卡利-馬克島，
佛 羅 裏 達 州（Naples-Immo-
kalee-Marco Island, Florid）
人口：357,305
房價中位數：$435,000
買房所需收入：$80,499

9. 波士頓-劍橋-牛頓，馬薩諸塞州/
新 罕 布 什 爾 州（Boston-Cam-
bridge-Newton, Massachusetts/
New Hampshire）
人口：4,774,321
房價中位數：$464,900
買房所需收入：$86,033

8. 西雅圖 - 塔科馬 - 貝爾維尤，華
盛頓州（Seattle-Tacoma-Bellev-
ue, Washington）
人口：3,733,580
房 價 中 位 數：
$475,000
買房所需收入：
$87,976

7. 洛杉磯 -長
灘-格倫代爾，
加利福尼亞州
（Los Ange-
les-Long
Beach-Glen-
dale, Califor-
nia）

人口：10,170,292
房價中位數：$514,000
買房所需收入：$95,156

6. 博爾德，科羅拉多州（Boulder,
Colorado）
人口：319,372
房價中位數：$593,200
買房所需收入：$109,775

5. 聖地亞哥-卡爾斯巴德，加利福
尼 亞 州（San Diego-Carlsbad,
California）
人口：3,299,521
房價中位數：$605,000
買房所需收入：$111,959

4. 檀香山，夏威夷州（Urban Ho-
nolulu, Hawaii）

人口：998,714
房價中位數：$760,00
買房所需收入：$140,754

3. 阿納海姆-聖安娜-歐文，加利福

尼亞州（Anaheim-Santa Ana-Ir-
vine, California）
人口：3,169,776
房價中位數：$788,000
買房所需收入：$145,824

2. 舊金山-奧克蘭-海沃德，加利福
尼 亞 州（San Francisco-Oak-
land-H
ay-
ward,
Cali-
fornia）
人口：4,
656,132
房 價 中
位 數 ：
$950,
000
買 房 所
需收入：
$175,804

1. 聖荷
西 - 桑

尼維爾-聖克拉拉，加利福尼亞州
（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lifornia）
人口：1,976,836
房價中位數：$1,183,000
買房所需收入：$218,996
（取材僑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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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幫助孩子養成健康飲食習慣，讓他們
乖乖從電視電腦的世界裏脫離出來吃飯，說服
他們吃健康的食物？盡管要做到這些很難，每次
都像要爆發一次戰爭，但只要想到這些都是為
了孩子的健康，就值得堅持。就像全國兒童醫院
Healthy Weight and Nutrition 中 心 的 營 養 師
Alexis Tindall說“像棒球運動員必須練習投球，
孩子們必須練習吃健康的食物”。怎樣讓孩子們
養成健康飲食？走進美國小編為家長們推薦以
下12種方法：

不要告訴孩子“把碗裏的飯吃完”
家長要明確的是，孩子吃完了飯是因為他

們吃飽了，而不是因為他們吃完了碗裏的飯菜。

研究表明，從小被“把碗裏的飯吃完”理念教育
的孩子， 長大後在外點餐一般點更大分量的
食物（往往最終沒有吃完）。來自紐約市區的
ColumbiaDoctors 的兒科醫生，Lauren Levine 博
士也說“在孩子們不餓的時候逼迫他們吃完食
物是不好的例子。”根據康奈爾大學的專家研究
，“孩子們一般吃掉盤中60%左右的食物，這是很
常見的現象”。

讓鍛煉變得有趣
成人大多數去健身房鍛煉，但是孩子們呢？

他們每天僅需要大概1小時的鍛煉強度。在後院
踢足球，散步或者周末遠足都可以達到要求。美
國小兒科學會（APP）的兒科醫生 Alanna Levine

博士說：“要確保孩子們
學會享受鍛煉。一旦孩子
們結束鍛煉，花點時間詢
問他們身體感覺怎麼樣？
”這樣一來，孩子們就將
快樂和健身結合在一起，
身體和心理都健康快來。

不讓孩子在電視機
前吃飯
毫無疑問，當早餐時間

撞上了卡通片時間，孩子
們想著要看電視無法專
心吃飯。“但是坐在電視
機前一邊看電視一邊吃
飯的孩子不可能專心接
受‘吃飽了’用餐結束的
信號”Lauren Levine 博士
說。相反，“他們只會盲目
地吃”。2009 年的一項研
究發現，一邊看電視，一
邊吃零食的孩子，可能吃
更多的糖果和汽水。也有
研究發現主打兒童食物
的廣告反復強調“垃圾食
品口感好”這一信息，這
跟青少年不健康飲食脫
不開關系。

限制孩子使用屏幕
的時間
根 據 Kasier Family

Foundation 2010 年 研 究
事實表明：8-18 歲的孩
子現在每天花費約7.5小
時使用社交媒體（2000年
統計的數據為 6.5 小時/
天），4.5 小時/天看電視
（電視屏幕、電腦或手機
觀看）。Alanna Levine 博
士說：“妳不會想妳的孩
子一天坐著不動。而且整
天看電視也不會增加他
們的創造力”。2010 年研
究發現，浪費更多時間在
社交媒體上的孩子，很有

可能成績差。而且
頻繁使用社交媒體
的孩子比不使用社
交媒體的孩子更容
易滿足。考慮限制
孩子每天使用社交
媒體的時間不要超
過兩小時。APP 甚
至不鼓勵家長讓 2
歲以下的孩子們使
用社交媒體，建議
家長限定年齡稍大
的孩子每天玩一到
兩小時的“非教育
用途”電腦或手機。

有耐心地讓孩
子們嘗試不同
的食物

研究發現孩子
們從 2、3 歲到 8 歲，
飲食偏好沒有太多改變。簡單地介紹孩子嘗試
新的食物,例如西蘭花。“因為他們第一次不吃不
代表他們第二次、第三次也不吃”，Tindall說。家
長不要壓迫孩子：必須把西蘭花都吃完才可以
離開桌子。Tindall說：“如果這樣，西蘭花就變成
了‘懲罰性食物’”。相反，告訴孩子她不必吃完
食物，但如果她餓了想吃零食必須要吃先吃完
食物。另外一個策略是：把食物用有趣地方式擺
放在孩子的碗中。日報Appetite研究發現把水果
擺放在西瓜中，孩子們吃了比平時多兩倍的水
果。

晚上替孩子保管手機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根據PLOS ONE

日報的研究事實，把手機放在床頭確實會使得
青少年很難入睡。一種可能的原因是：手機屏發
出的藍色光會抑制身體的褪黑素水平，這將紊
亂晝夜生物鐘。而且，Alanna Levine博士說：“當
孩子們聽到短信的提示音，他們會興奮地想看
個究竟，從而幹擾了睡眠。因此在臥室不應該使
用手機，不妨在睡覺前把手機放在廚房過夜充
電。當然，父母最好也這麼做。

讓孩子吃健康的零食
孩子食用的卡路裏數量逐年上升，一項

2010年的研究發現從1970年到2000年，孩子食
用的卡路裏增長了27%。甜點是造成卡路裏上漲
的罪魁禍首，但零食不應該如此。Lauren Levine
博士說：“小孩子好動，一整天可能需要吃多餐。
因此零食應該和膳食一樣有營養，含有健康的
脂肪、全谷類和蛋白質，而不是僅僅覆蓋糖衣的
碳水化合物”。

不要只關註卡路裏
Tindall說：“我們的目標是提高孩子的健康

飲食，因此跟孩子們談食物時，最好告訴他們這
些食物對身體好。通過積極的溝通，讓孩子們懂
得欣賞健康食物的營養配方，而不是一味地害
怕糖分和卡路裏。另外 Lauren Levine 博士說：

“不要太強調孩子們的體重，這會讓青少年將產

生食物焦慮”。對於年紀較小的孩子們，告訴他
們保持碗中食物的多樣性非常重要。“他們應該
知道健康的膳食是有橙有綠，而不僅僅只有白
米，”Lauren Levine說。

不要用糖果作獎勵
這不僅是因為獎勵糖果增加了孩子的進食

的卡路裏，而且用甜的食物做獎勵能加強孩子
們對這些獎勵的偏愛。例如，如果用棒棒糖作為
獎勵孩子答對問題的獎品，她將會把糖果和表
現好聯系在一起。

吃飯應該全民參與
正如古語說：人多力量大 — 正如全家出動

在後院裏打排球或者是遊湖，團體運動會使得
活動產生更多樂趣。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就餐。
2007年的一項審查建議到，如果大人對食物表
現出更多熱情，孩子也有可能模仿大人表現更
多熱情。或者，當孩子足夠大能夠在廚房幫忙時
，給他們派些活在廚房幫忙。一項加拿大的研究
發現幫助父母做飯的孩子更愛吃水果和蔬菜。

不要制定嚴格的“無垃圾食品”規矩
理論上來說，物極必反，適中是最好的方式

。但這理論實際上並不完全適用。Tindall說“例
如，孩子們去參加生日派對，但妳並不想讓他吃
大半塊蛋糕怎麼辦？“這就需要反復嘗試，全家
一起找一個平衡點，例如把蛋糕切成小塊，每周
可以吃3小塊。

以身作則
對家長來說，最重要的規則是要以身作則，

做好孩子們的榜樣。Alanna Levine博士說：“家長
不能在就餐時喝蘇打水，期望孩子們喝牛奶或
水。”同樣，鍛煉身體、晚上不把手機放在臥室這
些標準，家長也應該一起執行。Alanna Levine博
士說：“妳要告訴妳的孩子妳不是故意設置這些
規則，而是好的習慣將會幫助他們變得更好。”

讓孩子養成健康飲食習慣的十二種方法讓孩子養成健康飲食習慣的十二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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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頤養天年需要準備多少退休計劃金？這是人們常問的誤區
問題。現實生活中，這個問題的“正確打開方式”應該是：妳計劃
什麼時候退休？需要準備多少退休計劃金？

金融圈的黃金問題之一：人們要為退休計劃存多少錢？對
於花銷大的朋友們，有人說1百萬都不夠。當然這些都是無稽之
談。據世界最大投資公司之一Vanguard的數據顯示，65歲以
上的美國人的退休保險儲蓄金平均約為17萬5千美元，每年開
支約為7000美元。

為什麼這兩個退休保險金的價格差距這麼大？這是因為影
響退休計劃的變數非常多：例如家庭大小，居住城市，消費水平
，未來醫療需求等，這都將導致退休計劃存儲金額的差異。那麼
一般美國人怎麼解決這個難題呢？

簡單大概的解決方案：
Mr. Money Mustache上一個名為Pete的人，在還未掙到7

位數薪水的時候，30歲的他就舒適地辭職了。受這篇博客的啟
發，筆者便寫下這個指南想分享給大家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準
備退休計劃？每年該存多少錢？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妳想要什麼時候退休。

這是個不常被問及的問題，因為大多數人都假設他們到60
或70歲才退休。但這卻是很多人需要考慮的問題，因為提前準
備好退休計劃可以提早退休。

因此，一旦妳確定了退休的年紀，接下來的事情就相對容
易了。筆者根據不同的退休年份和不同的工資水平每年所能儲
存的退休計劃金額，制成了下表。

在美國頤養天年在美國頤養天年,,
從零了解退休計劃金額和年限從零了解退休計劃金額和年限

在看圖前先明白以下幾個假設：
1. 社會安全福利金（Social Security)不考慮在退休計劃內。對於
60、70歲退休的人，社會安全福利金將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2. 假設妳退休前的花費和妳退休後的花費一樣多，以建立安全
的消費差額。其實在現實中，退休後的花費一般都會下降。

如何規劃退休計劃繳納時間？
如果有個薪水不錯的工作，又該每年存儲多少退休計劃金呢

？需要存儲多少年呢？這個問題，在Networthify.com可以找到答案
。妳只需要輸入妳的薪水，妳每年預存的退休計劃金額（註意這是
指稅後的薪水），即可算出妳退休的時間。

例如妳現在的除去稅收後收入為5萬美金，每年存儲2萬美
金的退休計劃金，那麼22年後，妳將可以退休了。

如果妳現在的 納稅後收入為7萬美金，每年仍存儲2萬美
金的退休計劃金，那麼 妳將要繳納30年的退休計劃金，才可以
退休。

除去家庭開支的花費，我們可以看到開支和退休時間的直接
聯系，儲存越多的退休保險金將能更早開始退休。因此，越早開始
退休計劃，越好。

3. 圖表還顯示如果妳從零開始儲存退休計劃金額，將要花多久
的時間。如果妳已經儲存有一筆客觀的資金，又將要存多久的時
間達到足夠的養老金額。
4. 圖表中有四種不同的軌道，每個軌道有不一樣的回報率。實際
上，股票市場自1871年以來，已經回到平均每年9.1%回報率。但
當妳越接近退休購買退休計劃，一般鼓勵保守的方式，回報率為
7%起。

正如妳所見，如果妳能拿出收入的65%投入到退休計劃，那
將能夠在短短11年後就可以開始退休了。

如果，另一方面，妳只能使用10%或15%的收入用於退休計
劃，那妳將要把退休的時間延長至35-60年後。

因此如果妳22歲開始工作，計劃62歲退休，在社會安全福
利金外，存儲工資的10%-15%為退休計劃金是不錯的選擇。更多
選擇項，可以點擊此處退休計劃金額存儲率和年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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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假日購物美國假日購物 哪天出手最划算哪天出手最划算
(本文轉自僑報網)假日購物最佳時間至少是

妳最有買東西欲望的那一天。如果妳想挑一天網
購，那麼這個日子是11月26日。

據財經網站“市場觀察”（MarketWatch）報道
，Adobe Digital Index 依據過去 8 年對 4500 家公
司以及 5500 萬商品進行的銷售數據得出結論，
感恩節當天網上購物比任何時候都便宜。該公司
預計，火雞日的平均折扣可以達到26%。

交易網站DealNews.com對去年11月份的交
易情況進行分析後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它在報
告中稱，當涉及到最佳交易時間時，那一天一向
都劃定在感恩節當天。

感恩節成為最佳購物日，Adobe Digital Index
首席分析師加夫尼（Tamara Gaffney）稱，事實上，
同以住讓消費者盡快逛街購物做法不同的是，越
來越多的零售商更傾向於在網上推出促銷活動。

推動這一趨勢的另一個因素是，在過去三年
中，“黑色星期五”折扣提前到了感恩節當天。就
是說，如果妳想搶到最便宜的商品，只有早早地
守在電腦旁才能如願。否則因需求過高，感恩節

當天遭遇缺貨的可能性是83%。同時，這一天也
是在線銷售增長最快的一天，同比增長達18%。

總體來說，盡管感恩節當天是購物的最佳日
子，但如果妳對產品的具體類型有要求，可能要
尋找更好的購物時機。

看看Adobe為消費者總結出的四類商品的
最佳購買時機。

玩具：感恩節前的周六（Nov.21st）是為孩子
選擇玩具的最好日子，當天的平均折扣約為18％
，不過妳可能面臨脫銷的命運，這對父母來說是
個大問題。

電器：感恩節前的周一（11月23日）最宜出
手，這一天妳可以拿到18％的平均折扣。

飾品：感恩節當天購買的話一般會有25％的
平均折扣。雖然之後會有定期折扣，但價格往往
會略高一些。

服裝：盡管感恩節當天折扣在峰值（約28％）
上，但如果妳有足夠的耐心，會看到價格一路下
滑的趨勢，通常有50％至80％的折扣。

7大方法，教妳在留學期間找到工作
（本文轉自搜狐教育）如果中國留學生
們在國外留學期間遲遲找不到實習工
作的話，不妨試試下面這些方法，相信
會對大家找實習工作有所幫助。

1請求教授推薦工作
當妳沒有任何經驗，簡歷並不豐

富的時候，教授推薦是最好的渠道。但
也不是說妳讓他推薦他就會給妳推薦
的。

因此，妳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在課堂上給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妳需要，好好預習功課，認真完成
作業，課堂上和下課後多跟教授互動。

2.課下與教授們多交流。多去 Office
Hour不但會讓教授覺得妳很勤奮，也
能讓他真正了解妳這個人。以後做推
薦的時候就會更加有說服力。

2到學校Career Center 尋求幫
助

Career Center 分為學校
的和學院的兩種。學校的大
Center 往往會發布實習和
工作的新聞，而且都會幫學
生改簡歷，修改Cover letter
。除此之外，Career Center
還會不定期舉辦壹些面試
技巧學習會和職業規劃的
相關講座。值得註意的是，
有時候主講人本身就是某
些大公司的人力資源主管，
給這些人留下印象也會對
妳找工作或者實習有幫助。
有的對職業比較重視的學
校，還會不定期舉行不同行
業的 Internship Panel，直接
會有公司的負責人過來招
Intern。

有些學校的各個學院也
都有自己的 Career center。
學院的小 Center 發的職業

信息都是跟本學院的專業有關的，都
是為大家過濾過的。而且學校收到的
職業信息都是招人的公司就想要這個
學校的學生，中獎率挺高的！

3找師兄師姐介紹
美國找工作，最主要就是靠校友

了。小編目前也聽了很多美國留學生
分享會，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會找前輩
們幫忙找實習，至少關於實習和公司
的壹些信息會找他們了解。因此，跟師
兄師姐維護好關系非常重要，他們其
實是最好用的啦！很多師兄師姐已然
在公司裏工作了，如果妳感興趣，通過
他們遞簡歷，可謂是“近水樓臺先得月
”。而且，請師兄師姐幫忙可比請教授
推薦容易多啦，大部分就是混熟了就
好。這麼好用的辦法，壹定不要放過啊
！

4多瀏覽公司網站&各種行業分
類網站

大 公 司 都 有 自 己 的 Internship
Program。有的是只有暑假有的，有的
則是滾動招人的。反正大家去自己想
去的公司Career這欄下面找就可以找
到了，方便快捷。但是如果這個大公司
也通過學校的 Career Center 招人了，
最好是用學校的系統來申請，這樣就

不會容易被Filter掉。

5完善LinkedIn資料
很多大公司的HR會每天花壹些

時間看Linkedin。因此，填好LinkedIN
的資料非常關鍵：讓妳的 profile 看起
來獨特。讓雇主壹眼就可以看出妳為
什麼特別，和妳想尋求的職業目標。大
家壹定要保持自己的LinkedIn在最新
的狀態，也要細心不要有什麼打錯字
的現象出現。

6關註CSSA或CSA
CSSA和CSA都是本著為中國學

生服務的原則的。除了會開辦活動促
進大家的友誼，也會不時發送跟職業
相關的信息。有的 CSSA 辦的比較成
熟的學校還會特別分出“職業規劃”部
門，不定期請職場專家來做講座。所以
，要記得成為他們中的壹員哦！

7多關注一些行業博客
關註妳有興趣的行業的人士開的

博客，這樣不僅能讓妳學到最新的行
業知識，還能讓妳知道這些人目前都
在進行怎樣的 project。如果妳發現自
己對這些project很感興趣，那妳不妨
也是從Volunteer開始做起，然後慢慢
加入Inter的行列。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1016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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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大學文憑，就等于鋪好了人生的坦途
——穩定的工作、令人羡慕的薪水、屬於自己的
房產。”二戰後，這曾是一代代美國人的信條。但

如今，不管是年長還是年輕的美國
人，都已不再把學歷看得如此重要
。人們認為，在現代職場上，要取得
成功，就必須掌握一技之長。

45歲的韋爾奇是3個孩子的
父親，他對此深有體會。韋爾奇25
歲的女兒是平面設計師，她沒有大
學學歷，僅靠自己的計算機和藝術
才能，就贏得了工作。“如果沒有牢
牢掌握技能，你很難取得成功。”韋
爾奇表示，他對女兒的成就頗感自
豪。

雖然經濟學研究顯示，大學畢
業生的終生收入仍遠高于沒學位

的人，但不管是在年輕人還是年長的職場人之
中，觀念正悄然發生變化。

一項關于學歷重要性的社會調查顯示，只

有55%的美國年輕人認為學歷對職場成功非常
重要。而對于職場過來人，這一比例更低，只有
53%。顯然，經歷了職場打拼後，人們更加看清
能力和技能的價值。

在被問到哪些因素對于職場成功必不可少
時，大多數人將適應變化的能力排在了首位，緊
隨其後的是熟練掌握計算機、能與不同背景的
人打交道的能力、通過培訓掌握最新技術的能
力，以及良好的家庭人脈。

即使那些看重學歷的人，也不否認經驗的

重要性。22歲的安東尼是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
認為：“現在大多數工作都需要經驗，而不只是
一紙文憑。”

連教育工作者也承認：
“學歷被‘神化’了，其
重要性實際上取決于
學校，好的學校和差
的學校，學歷的
含金量必然不一
樣。”

年薪10萬美元在美國絕對是杠杠的高薪。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2014年美國共有就業
人口1.35億，平均年收入47230美元，類似企業
管理層的金領工作才能年入10萬美元以上。

但是，也有些職業聽上去可能不那麼光鮮，
工作環境也不像金融城、商務區那麼高大上，但
就是憑著真才實學、憑著辛勤勞動，他們也擠進
年薪10萬美元的行列。

在這些高薪職業裏，最讓你意想不到的可
能是電梯維修工。

小編在紐約工作的那段時間，公寓樓的電
梯三天兩頭壞，電梯工大叔三天兩頭來，腆著大
肚皮，穿著油乎乎的工裝褲，總是一副大爺范兒
：動作慢騰騰，嚴格遵守八小時工作制，一到下
班點不管修沒修好立馬走人。沒想到，他們的年
薪竟然超過10萬美元，秒殺小編。

美國勞工統計局說，那些“安裝、裝配和維
修貨梯和客梯，並對它們的電動或液壓裝置進
行維護的人”平均年薪是7.65萬美元，而該行業
的前10%的高收入者平均年薪甚至高達10.96萬
美元。當然，電梯工的收入也有地域差別，美國
西北部的俄勒岡州的電梯工收入最高。

看過美劇《新聞編輯室》的人，不少會被新

聞人那種高強度的繁忙工作震撼。但其實，美國
新聞行業的入門薪酬低得可憐。不過，那些新聞
分析師，就是那些“為電視觀眾分析和解讀新聞
的廣播媒體新聞分析師”就不一樣了。

他們平均年薪8.44萬美元，前10%高收入者
的平均年薪更是高達18.25萬美元。這些新聞分
析師最有“錢”途的州是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馬州
。

而美國的“老農民”，就是擁有田地的種植
戶、牧場主和其他農業經營者，也屬於高收入階
層，年薪堪比公司管理層。前10%的高收入者年
薪高達12.17萬美元，他們大多分布在美國西海
岸的加利福尼亞州。

而水文工作者，即“研究地下水以及地表水
的分布、循環和物理性質的人”，前10%的高收
入者平均年薪也達到11.72萬美元。

行船也能得到豐厚報酬。船長和大副自然
不用說，就算只是個舵手，也能拿到不菲收入。
船員的平均工資是7.92萬美元，其中前10%能拿
到12.83萬美元。對船員最慷慨的是南部位于墨
西哥灣的產油大州得克薩斯。

在好萊塢影片裏，你可能見到過那種教人
策劃婚禮、布置餐桌或烤麵包的老師。其實，美

國很多高校開設家政學（ho-
meeconomics）課程。它並不
是教你如何做家務，而是以
提高家庭物質生活、文化生
活、感情倫理生活和社交生
活質量為目的的一門應用性
學科，涉及室內布置、飲食與
營養、旅游策劃，以及家庭人
際關係和家庭醫療衛生等多
個領域。

全美大概有 13710 名高
校家政學老師，他們也屬於
高收入階層，平均年薪為
10.21 萬美元，前 10%的高收
入者每年平均能拿到 17.46
萬美元。在全美，馬薩諸塞州
給他們開出的工資最高。

除了這些，擠入年薪10
萬美元行列、又讓人有些驚訝的職業還有：
數學家
天文學家
殯葬服務經理
高校藝術、戲劇和音樂老師

偵探和刑偵調查員
賭場管理員
戲劇和表演化妝師
作家和文案工作者
交通檢查員。

美國年薪美國年薪美國年薪101010萬的工作萬的工作萬的工作
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

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
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71016A 簡



AA1010醫療保險
星期一 2017年10月23日 Monday, October 23, 2017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71016B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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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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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时光
十九大

科技是国之利器，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创
新”是一个重要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点
赞了中国 5 年来的重大科技成果，也对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两天，十九大报告引发科技工作者热
议。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把论文写在祖国
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
大事业中，为科技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创新发展水平更高

在回顾过去 5 年发展成就时，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
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天眼、蛟龙、墨子
号、悟空、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
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高超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从过去的跟踪研究，逐渐与世界科

技前沿并行发展，部分学科点已出现原创引领
势头。在很多新兴领域，广大科研人员勇立潮
头、攻坚克难，走在了世界前列。”

“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论述了科教、创新和人才发展战略。”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张文忠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
技投入的加大，我们的创新步伐更快，发展水
平更高。”

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
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中国在参与世界科技赛跑的过程中，必
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越的机遇。”吉林
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说，总
书记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
中，对科技实力的自信和发展方向。

张文忠说：“创新是中国未来转变发展方
式的新动能、是提升经济质量和增强国际竞争
力的主要推动力，科技工作者在建设现代化强
国进程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职责。”

展现科技强国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应用
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
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
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人民、市场的需
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
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于平说，报告提出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体现了对科技发展规律的准确把
握。

习近平指出，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
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
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谈及对创新人才的直观感受，张文忠说：
“这几年研究所里各种肤色的研究人员明显多
了起来，国外的专家也成为了我们的人才资
源。”

于平表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
报告中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地位的肯
定，体现出党在科技强国方面的决心。

引领世界科技趋势

到 2035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到那时，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
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展望未来，科技

工作者信心十足。
“中国不但赶上了全世界信息产业革命的

浪潮，而且已经成为领潮儿。在智能制造、信
息产业、航天技术等高科技技术产业方面完全
有机会成为引领者。”于平表示，到 2035 年，
中国将成为引领世界科技趋势的风向标。

“中国将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海洋科
学、信息技术、大数据、节能环保技术等领域
走在世界前列，在先进制造、大健康、交通和
环保等领域比肩国际水平。”张文忠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
得者杨华勇感叹：“我们赶上了中国科技事业
大发展的跃升期，科技工作者有了更多施展才
华的机会。”他表示，自己作为科技工作者，
要力争在智能制造研究中取得突破，在探索与
示范应用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进展，为科技强
国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只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科技事业才
能不断发展壮大、早日实现科技强国梦。”浙
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闫东明说，科技工作
者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浪潮中，要有敢为人
先、勇立潮头的决心和担当。

“从‘追逐者’变成‘引领者’，这不仅是
中国的梦想，也是埋藏在中国科技工作者内心
深处的梦想。”于平说，“‘中国梦’和个人的
梦想合二为一，必将产生巨大合力，推动科技
的飞速进步。”

奏响创新华章 挺立时代潮头
——一线科技工作者热议十九大报告

本报记者 刘 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作
的报告，不仅概括了过去 5 年中国
取得的辉煌成就，更为我们描绘出
中国百年富强的愿景，开启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这让我们海外侨胞备感振奋。

当我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把第二个
一百年做出明确量化指标，我看
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的战略安排，看到了一个不忘
初心，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伟大
的党，也看到了党始终坚持为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

作 为 海 外 侨 胞 ， 我 们 时 刻 关
注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总书记
所作的报告让我感受到同胞之间
血 溶 于 水 的 亲 情 。 通 过 两 岸 经
济、社会融合来“求同化异”，以
此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
化，促进心灵契合，这是有情有
义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
调，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
剧重演，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

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
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这是
有理有节的大政方针。

我 还 注 意 到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讲 到 提 高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 水
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时，第
一 项 就 提 到 优 先 发 展 教 育 事 业 ，
并 提 到 完 善 职 业 教 育 和 培 训 体
系，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
育。这也给我吃了定心丸 。2012
年我投资接管广州大学华软软件
学校。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过
去 5 年来，我们董事会加大投入，
积极改善办学条件，努力凝练办

学特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
社会培养了 3 万多名具有创新创业
精 神 和 实 践 动 手 能 力 的 复 合 型 、
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就业率一直
稳定在 94%以上。我相信十九大之
后，我们办学的前景会更好，我
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干
劲也更足了。

作为常年旅居海外的侨胞，我
们也见证了五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局面的长足发展。参与国际规则
制定，参与全球治理，这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机遇，也是中国作为
一个主权国家的义务和担当。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百余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
亚投行收获国际最高信用评级；世
界瞩目的 G20 杭州峰会为全球提供
合作框架。我们看到，中国声音获
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中国方案
正成为国际共识。未来，我们有信
心跟进伟大祖国发展的步伐，继续
扮演好沟通中外的民间使者，在海
外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统一，
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美国美东华人社团
联合总会主席、全美华裔总商会
主席）

海外之声 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梁冠军

中国商飞批产后交付首架中国商飞批产后交付首架ARJARJ2121飞机飞机

10 月 19 日，中国商飞公司在山

东东营向成都航空公司交付第三架

ARJ21 新 支 线 喷 气 客 机 ， 这 是

ARJ21-700 飞机首次通过售后回租

的形式交付的第一架飞机，也是

ARJ21-700 飞机获得首张生产许可

证 （PC 证）。中国商飞公司总装制

造中心批产后交付首架飞机，标志

着我国支线喷气客机正向批产化稳

步迈进。

本报记者 沈文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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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防火注意用電安全 勤更換警報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秋季時分，天氣依舊高溫乾燥

，加州飽受森林大火之苦，火勢蔓延造成傷亡嚴重。美南地區雖
未有山火肆虐，但各地陸續傳出火警事故，也使消防人員疲於奔
命。為宣導正確預防觀念，休士頓消防局(Houston Fire Depart-
ment, HFD)與國家消防協會(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NFPA)聯合提醒民眾，居家用電務必謹慎小心，注意防火安全。

近日，休士頓各地包括中國城地區天天都有火災事故傳出，
根據當地媒體KHOU報導，休士頓西南區日前在位於1700 Cor-
porate路轉角考進Westwood路上的一棟公寓發生三級火警，總
共有20棟公寓受到波及，12個單位嚴重損毀；休士頓消防局表示
，一名兩歲小女孩逃離不及葬生火窟，他的5歲哥哥當時也在房
子裡，但所幸未有任何傷勢；一名消防人員也在救火中受傷，被
送至醫院，並無大礙。消防人員控制火勢後，初步起火原因仍在
調查中。

國家消防協會表示，秋季本身乾燥，加上年底假期自萬聖節
起，家家戶戶居家燈飾佈置，南瓜燈內燃燒的蠟燭，稍不注意都
容易引起火災和燒傷事故，建議南瓜燈應放至顯眼且距離門口的
地方，選用電池燈或螢光棒代替蠟燭最恰當。

隨著冬季日光節約時間11月5日實施，為有效加強秋冬兩季
消防控管，休士頓消防局自2001年起推出 「Get Alarmed Hous-
ton！」 計畫，鼓勵居民加入火警預防課程，符合資格者可獲得免
費煙霧探測器(Smoke Detector)，確保居家安全。

消防局表示，每天都會有一些不必要的火災死亡事故發生，
甚至每三個發生火災的住宅，就有一戶人家的火警警報器無裝上
電池、故障，或者根本沒有火警警報器裝置。消防局說， 「一個
正常運作的火警警報器，可24小時全天候給予安全警示」 。

國家消防協會也呼籲，民眾記得每月檢測警報器，每半年換
一次電池，可選在夏季和冬季時間轉換時更換最恰當，正好一年
兩次，方便記憶或計算時間，所以可在11月6日更換。防災專家
也說，定期測試煙霧警報器，全家人也需要有防護措施，平常就
要知道火警來時的逃生路線，一起準備火災演習。

消防局提醒，煙霧探測器是最重要的火警預警系統，可防止
死亡和一氧化碳中毒，呼籲民眾可至網站查詢宣傳計畫，詳情可
查閱 http://www.houstontx.gov/fire/community/getalarmed .ht-
ml，或電洽公共事務辦公室832-394-6633查詢。

(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 首家陳
納德將軍飛行學校於10月19日在休
斯敦康羅(Conroe)揭牌。該校由陳納
德將軍外孫女尼爾.凱樂威及陳納德將
軍基金會理事成員共同發起，旨在培
養美中兩國優秀飛行員，傳承飛虎隊
精神。

飛行學校落成當天，年過九旬的
三位美國“飛虎隊”隊員參加了開幕
典禮。現年92歲的飛虎隊員麥爾文
(Melvin D. McMullen) 表示，陳納德

將軍飛行學校的成立令他
感動。讓他回憶起當年與
陳納德將軍和中國軍人一
起為和平而戰的歲月。他
說，“我很高興的看到，
年輕一代將繼續傳承飛虎
隊的精神，續寫飛虎隊的
故事。”
美國第一位華人陸軍將
軍陳紹章(Maj Gen Wil-
liam Chen)在致辭中表示
，這不僅是一所提供飛行
培訓的學校，也是讓美中
兩國年輕一代了解過去兩
國共同抗日的歷史，銘記
中美友誼，並向發起人致

上崇高的敬意。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總領事李

強民在致辭中表示，“飛虎隊”是中
美友誼的歷史見證，中國人民永遠不
會忘記陳納德將軍以及“飛虎隊”成
員在抗日戰爭時期給予中國的無私幫
助，感謝陳納德將軍的同仁、朋友和
家屬對“飛虎隊”遺產的繼承，為深
化中美友誼付出的努力。他相信陳納
德將軍飛行學校將繼承“飛虎隊”遺
產，為深化中美友誼作出貢獻。

陳納德外孫女尼爾.凱樂威（Nell
Chennault Calloway）表示，成立飛
行培訓學校，延續祖父陳納德將軍的
“飛虎”精神一直是她的夢想，感謝
先輩為和平而戰，感謝各界對該校的
支持，希望美中年輕一代能了解這段
歷史，希望美中友誼更加深厚綿長。

該飛行學校執行總裁王先華介紹
說，該校現有4名教員，總教練Mo
Rolfs曾服役於美國陸軍航空隊第23
大隊，即美國“飛虎隊”於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歸併的部隊。該學校面向美
中兩國招生，培訓課程將採用用空軍
的培訓模式，為零基礎學生提供最新
、最有效的飛行培訓課程，讓學生在
六個月內從零飛行時間成為持有FAA
商業飛行執照飛行員，在最短的時間
去各大航空公司謀求高薪職位。

他表示，陳納德將軍在二戰期間
組建美國飛虎隊，訓練中美飛行員，
抗擊日本侵略者，成為中國人民和美
國人民的偉大英雄。我們將秉承陳納
德將軍的精神，保持最嚴格的培訓標
準和敬業精神來繼承美國志願者航空
隊和飛虎隊的遺願，讓陳納德將軍的
精神在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續繼傳揚
。

陳納德將軍飛行學校於休斯敦落成陳納德將軍飛行學校於休斯敦落成 傳承飛虎精神傳承飛虎精神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本報歡迎各社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信發布新
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有配圖請註明圖說，投稿請發送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陳納德外孫女尼爾陳納德外孫女尼爾..凱樂威凱樂威(Nell Chennault Calloway)(Nell Chennault Calloway)在典禮上致辭在典禮上致辭((中中))，，飛行飛行
學校執行總裁王先華學校執行總裁王先華((左左))。。 ((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9292歲的飛虎隊員麥爾文歲的飛虎隊員麥爾文 (Melvin D. McMullen)(Melvin D. McMullen) 參參
加開幕典禮加開幕典禮。。 ((記者楊笑／攝影記者楊笑／攝影))

刻南瓜燈裝飾時刻南瓜燈裝飾時，，也需注意防火也需注意防火。。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趁著冬季節約時間趁著冬季節約時間，，更換煙霧警報器更換煙霧警報器，，確認正常運作確認正常運作。。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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