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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道瓊斯旗下《環域居》報導，總部
位于加州的全球房地產數據公司Core-
Logic上周發布報告稱，2018年日益增長
的需求和有限的房源將繼續推動美國房

價上漲。
據 Core-

Logic，截至今
年底，其房價指數預計將
上升 4.3%，而 2017 年漲
幅達6.6%。實際上，在去
年最後五個月，全美房價
同比上漲超6%。

CoreLogic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弗蘭克-馬特爾
（Frank Martell）在報告
中表示，“在積極的貨幣
政策、經濟和就業復甦以
及住房供應短缺等因素
的刺激下，房價將繼續保
持上行趨勢。”

該公司指出，目前按揭利率仍處于歷史低點，
而且2017年底失業率已降至4.1%，創下17年以來的
最低水平。

CoreLogic 首 席 經 濟 師 弗 蘭 克 - 諾 薩 福 特
（Frank Nothaft）表示：“收入和消費者信息的提高
促進市場上涌現出更多的潛在買家。與此同時，日
益增長的需求和有限的在售房源將繼續推動房價
上漲。”

2017年，美國西部五個州的房價漲幅遙遙領先
，包括加利福尼亞州、愛達荷州、內華達州、猶他州
和華盛頓州。除加州以外，其餘四個州均出現兩位
數增長。
取材新浪網

預計將上漲44..33%%
2018年美國房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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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了漫長的房屋搜索，也選定了合作的貸款機構，你距離
入住新家僅有一步之遙：結算日過戶。與房產經紀人、產權公司
代表（Title Company Representative）和貸款專員會面的前幾天，
你會從產權公司那裏收到過戶結算文件（Closing Documents）。
這些文件包含結算時應付費用的詳細信息，收到後要仔細閱讀。

什麼是過戶結算費？

過戶結算費（Closing Costs）是在房產交易結算時支付的貸
款機構和第三方費用，它們既可作為交易的一部分納入貸款，也
可提前預付。費率範圍是成交價格的2%至5%。（比如，如果你花
了15萬美元購置一套房產，過戶結算費即為 3,000 至 7,500 美
元。）在結算日來臨前，深入瞭解這些費用有助于避免在購房交
易的最後出現問題。

過戶結算費包括什麼？
經常性費用Recurring Fees

作為房主要持續支付的持續性費用，其中一部分要在結算
時支付。

經常性過戶結算費會存入托管賬戶（Escrow Account），可
以視作用于支付住房費用的強制儲蓄賬戶。這裏的住房費用有
很多種，有些在我們介紹養房費用時也有涉及。最常見的是：

1、房產稅 Property Taxes：1-8 個月等值稅費，具體取決于
購房與當地計稅周期Billing Cycle重疊的時間。

2、房主保險 Homeowners Insurance：通常在結算時應付一

年期的保費（Annual Premium），外加兩個或三個月等值付款。
3、預付貸款利息 Prepaid Loan Interest：按第一筆還款到期

前已獲貸款的天數計算。
4、產權保險費 Title Insurance：此項被視為必繳。如果賣方

對產權不具有完全的權利和擔保，產權保險可保護您的利益。

非經常性費用 Nonrecurring Fees
非經常性過戶結算費是向貸款機構以及交易所涉及的其他

專業人士支付的費用。其中包括：
1、房屋檢查費 Home Inspection Fee

2、貼現點數 Discount Points：為降低貸款利率而預付的貼

現貸款，也稱貼現點數。
3、手續費 Origination Fee：貸款機構對處理貸款收取的費

用。
4、文件準備費 Document-prep Fee：為處理貸款準備文件

的費用。
5、估價費 Appraisal Fee：專業估價師估算房屋市場價值的

費用。
6、測量費 Survey Fee：核實房屋地界線的費用。
7、承保費 Underwriting Fee：評估和核實貸款申請的費用。
8、信用報告費 Credit Report Fee：調取信用評分的費用。
9、產權調查和記錄費 Title Search and Recording Fee
10、匯款手續費 Wire-transfer Fee：貸款機構向托管賬戶匯

款產生的費用。

如何準備過戶結算費
研究過戶結算費的最佳時機是在挑選貸款機構時。你可以

比較預期貸款額與貸款利率（外加為降低利率而預付的貼現點
數），然後使用抵押貸款計算器來預估費用（Zillow 還提供了其
他多種計算工具）。你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將過戶結算費用
納入按揭貸款，或是提前付清，我們的計算器會據此給出相應的
每月還款數額。(本文轉自Zillow公眾號，ID: Zillow_China)

I/房地產專日/180303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買房的過戶結算費用都包括什麼買房的過戶結算費用都包括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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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Zillow 對美國人口普查局
最新人口調查的分析，美國人搬家的
頻率達到史低。2015 年至 2016 年間
，僅有 4.2% 的美國家庭搬過家，而
1990 年時這一比例為 7.7%。

根據 Zillow 集團 2017 年消費
者住房趨勢報告，86% 的美國家庭
（擁有房產超過一年）在今後三年內
沒有搬家計劃。人們不打算出售房屋
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喜歡現在的住宅（占比 58%）
喜歡現在的街區（占比 45%）

這兩個原因之外，約 1400 萬戶
家庭（占比 23%）表示不搬家是因為
他們打算把房屋贈送給某個家庭成
員。

這對于年輕一代來說是個好消
息，他們中有很多人無法負擔買房的
費用，或者為了攢錢買房要和父母住
在一起。事實上，過去二十年裏，年齡
在 18-34 歲之間的美國人與父母同
住的比例明顯上升。2016 年時這一

比例高達 33.4%，而 70 年代末僅為
27%。

有趣的是，上述比例的變化並不
是因為年輕一代延遲從家中搬出的
時間，而是由于年齡稍長的千禧一代
（80、90 後為主）。實際上，自 2012 年
以來，18 到 25 歲之間的年輕人中與
父母同住的比例開始下降，而 26 到
34 歲之間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卻不
斷攀升。如果他們的父母計劃將房產
贈送給他們，他們也就無須承擔要買
房的壓力了。

對于想要買房的人，來自家庭的
資金支持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
至超過了直接贈送房產。根據我們的
住房趨勢報告，過去一年，所有房屋
買家中有 14% 接受了家人或朋友的
幫助來支付首付款。而千禧一代（80、
90 後為主）的買家中，這一比例躍
至 20%。(本文轉自 Zillow 公眾號，ID
：Zillow_China)

14001400 萬美國家庭萬美國家庭
計劃將房產贈與家人計劃將房產贈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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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黃金花園公寓出租，3房2浴，大客廳，月租$13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花崗石臺面。僅售  
    $549,000.
3. 糖城,  二層樓大洋房與獨立辦公室， 5120尺,  花園， 網球場，多停車位 
   ，僅售$900,000
4. 密書裏市，二層樓漂亮大洋房， 5房，4 浴，三車庫，僅售$299,500
5. 近中國城，二層樓洋房, 3房，2.5浴, 僅售 $165,000, 好房客，投資良機。
6. Montgomery區，住宅土地，湖邊，鐵門，高級社區.
7.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8， 
    可立即搬入。
8. 大休士頓區，多種房型出租屋， 歡迎來電詢問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以下好房哈維Harvey都沒淹水:
1) 糖城名社區洋房, 4仠呎5房/3.5浴, 漂亮樣板房戶型,  
    $42萬, 房子地勢高, 哈維連街道也沒淹. 
2) 城裏房子全翻修,漂亮可愛, 3房2浴+書房,近百利市/醫 
    學中心,交通便利
3) Katy熱門區美房, 近湖邊, 3560呎,4房3.5浴/書房/GR/賣
    44.9萬, 租$3200,交通便利.
4) Katy好區美屋, 3仠5呎, 5房/3.5浴/書房/GR. 格局好看
    實用.交通方便.
5) 西北區洋樓, 2500呎/4房/2.5浴.近Exxon/45/99號,交通
    超方便, 僅26萬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重新貸款
最佳利率
無費貸款

低費貸款
手續簡單
信息保證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I/房地產專日/180313B簡 房地產現況 上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海外置業，而美
國，又成為國內精英在海外置業的首選地點，實際上，已經有相
當數量的人在美國買了不止一套房。

為什麼大家會選擇在美國買房？告訴你在美國買房的九大
理由。

1、價格便宜
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到，有些東西在中國很貴，但在美國很便

宜，比如：房子和汽車。
例 如美國德州遍布全球500強的企業總部，以及梅西希爾斯
等購物中心，比如：豐田北美總部，聯邦快遞美國總部，肯德基美
國總部，必勝客全球總部，還包括雅培、惠普、英特爾、華為、樂事
薯片等。

但房子，相對國內，卻便宜的不可想像。
不帶院子和車庫的實用面積是183平米左右。4個臥室，2個

洗手間，2個客廳，1個餐廳，還有洗衣房、雙車庫、前後院大到沒
有朋友。

價格：240000美元起（160萬人民幣）

2、升值穩定
從1965年到2015年50年期間，除了2008年金融危
機外，美國房價都是穩定增長的，數據如圖一。

比如德州，GDP一直是全美第二，就業指數橫
掃全美，目前已經是500強遷都的首選，還沒有州
稅，資源豐富物價低。所以目前有很多人都涌入德
州，住更便宜更大的房子、花更少的錢，拿更多的
工資。

3、投資回報率高
把所有的費用都減去，包括空

置期、保險、維繫、管理、房產稅等，
第一年租金的淨收益在3.5-4.5%左
右，第二年在4.5-6%左右，還不算
房產本身增值的速度。
租金+房產增值的穩定收益，每年
8-10%是一個保守估計了。

4、遏制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簡單說就是貨幣流

通數量增加，導致貨幣購買力下降
的現象。通俗點就是物價上升，錢
不值錢了。為了讓錢保值，有存款
的朋友就需要找到增值的產品來
抵消通貨膨脹。我們來看美國的通
貨膨脹率是多少：(見圖二)

除 了
2008 年的金
融危機，基本
都在2%左右
。可以簡單的
理解為，物價
每年增長近
2%。

5、費用抵
稅
如 果 在

美國擁有180
以上的簽證，
或者是綠卡
或公民，自動
會默認為美

國的納稅居
民，所以有
收入是要報
稅的。如果
自己注冊公
司在家辦公，那房子支出的一部分費用，比如房產稅、保險、清潔
、水電費等，都是可以相應的用來抵稅的。

6、健康的空氣
下圖是兩國的空氣污染指數，實時報告。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的中國人在美國買房的 大理由大理由
哪個讓你心動？上

圖一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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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免費的公立教育資源
一般是從學前班到12年級，

相當于13年的公立教育。重要的
是，全美的教材標準就是德州的
標準，而且這裏的整體水平、基
礎設施建設等幾乎都是全美頂
尖的。

例如德州平均初中，一個班
只有15個孩子，德州把房產稅的
5/7都給了當地的教育系統，所
以德州的公立教育是全美最強
的。所以很多加州的家長為了孩
子的安全，都選擇到德州來上學
。

8、永久產權
只要你按法律要求繳納稅

款，你在美國的房子是擁有永久
產權的，就是只要你能活 1000
歲，你也交1000年的稅，這個房
子誰也搶不走，肯定沒有強制拆
遷這種說法。

9、健全的法律保障
美國的房地產法律經過了

近百年的發展，目前已經相對完
善，如果你不是高智商專業鑽空
子的人，你的所有問題目前的法
律條款已經全覆蓋了律條款已經全覆蓋了。。首先首先，，所所
有信息全部是公開的有信息全部是公開的，，包括房子包括房子
交易了多少次交易了多少次，，什麼時間交易什麼時間交易，，
每次什麼價格交易每次什麼價格交易，，稅每年是多稅每年是多
少少，，目前持有者是誰目前持有者是誰，，包括未來包括未來
你購買你購買的信息，都是公開的。這
就是我們所說的政府適當去監
管的自由市場經濟，價格合理透
明，法制健全。
文章來源：美房吧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的中國人在美國買房的 大理由大理由
I/房地產專日/180313B簡 房地產現況 下

哪個讓你心動哪個讓你心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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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教授談哈佛教育最大清華教授談哈佛教育最大
特點特點：：敢問敢說會忽悠敢問敢說會忽悠

中國人往往把哈佛當成美國的教育典範。的確
，哈佛大學在美國的高等教育裡，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自己在哈佛大學讀了7年的研究生、博士，也曾
經輔導過許多本科生，近距離接觸過他們，他們可
能是最能代表美國精英青年的一群人。

曾有一位猶太女孩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 1990 年，她為了獲得更高榮譽級別（Summa
Cum Laude）的畢業生頭銜，要完成本科論文撰寫
。一般“學生狗”都是隨便套個T恤牛仔褲，但她
總穿著高昂的外套，背著名牌包，化了精緻的妝容
；而第二個給人的印象則是她什麼都不懂。我那時
的工作是在經濟系的本科畢業生撰寫論文時，為他

們解決計量經濟學技巧和
電腦技術問題，她對這些
基礎學科幾乎一無所知。
但她什麼都敢問，一點不
羞赧，完全沒有怕被人鄙
視的感覺，更“無厘頭”
的是她還敢於向別人提要
求。 當時的計算機數據都
存儲在臉盆那麼大的磁盤
裡，厚重的磁盤需要擱在
磁盤機上操作，可她經常
不 動 手 ， 都 是 我 們 為 她
“賣力”。每當看到實驗
室裡散落著一堆磁盤，旁
邊擱著一個手袋，我們就
知道“大小姐”來了……
活來隨著人事變遷，我也
就慢慢淡忘了她。

第二個孩子是我的一
位親戚。她在中國上的中學，後回到美國上哈佛大
學。她的學習成績並不突出，剛開始在國內讀高中
時，數學還常常不及格。那麼她有什麼資格能過入
讀哈佛？是她的思辨能力。她在國內最喜歡的課居
然是政治課，還常常跟政治、文史哲各科老師辯論
。加上閱讀涉獵廣泛，有獨特的視角，令她輕鬆斬
獲了哈佛面試官的青睞， 而其他一些學風嚴謹的學
校卻對她不感興趣。上了哈佛之後，她更是如魚得
水——代表所在書院參加划艇比賽；週末更是忙的
腳不沾地，參加各種聚會、交流會，連老爸來都要
預約時間；她在校園裡行走時，經常是三步一聲
“Hi”，五步一個擁抱，似乎認識全校的人。畢業

時她已經寫出了兩部劇本，其中一部獲得了某好萊
塢製片人的錄用。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哈佛生都這樣雄心勃勃，
自如的遊走在各種人際關係裡，我曾經遇到過一位
哈佛生，他的父親是美國聯邦巡迴法院的大法官，
也是哈佛校友。他本人畢業後，就在哈佛校園附近
當起了按摩師，類似於我們的北大生賣豬肉，不過
在美國這可不是什麼大新聞，大家似乎都能理解認
同。

話說回來，我的這位親戚也曾向我坦言，哈佛
的學生整體上和其他常青藤聯盟的大學，包括耶魯
、MIT、普林斯頓的學生有點不太一樣：哈佛生總
是自命不凡，總有一股子幹勁、衝勁，而且敢問敢
說——不懂就問，想說就說。我恍然大悟。這可能
是美國精英教育最具代表性的風格。

這種教育風格能夠與東方教育風
格融匯嗎？我最近負責清華大學一個
非常重要的國際學術項目，目標是培
養國際上一批瞭解中國，對中國有感
情的未來領導者。有近一半的學生來
自美國。上了幾周的課之後，巨大的
文化差異就顯現出來：那些非美國孩
子抱怨連連，說美國學生提問太多，
老師講課都變得斷斷續續。所以現在
我把課程分為兩部分，前半段要求等
我把觀點完整地講完，剩下的時間敞
開來提問、辯論。算是中西教育的一
種調和吧。

那麼，第一個女孩子後來怎麼樣
了？四五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電視
上看到她正在演講——而她的身份是

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她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雪
莉桑德伯格！說起來，我也是她的半個老師。如果
20年前，你問我，桑德伯格以後會不會與有出息？
我會斷然否定，可事實呢？她不僅是哈佛最優秀的
畢業生之一，還是福布斯最有權勢的女性之一。因
此我一直在反思，我們對美國精英教育的理解是不
是有偏頗？在我們的傳統教育裡，學生從小就被要
求要畢恭畢敬、謹言慎行，問了“低級問題”就要
感覺羞愧，缺乏勇往直前、敢問敢說的精神。 而哈
佛大學不僅是典型的美式教育，更是培養領導型人
才 的地方——領導者並不一定需要高深的專業背景
，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於發問，敢於在眾人面前表
達觀點，動員團隊裡的各色人等認同自己，鼓舞大
家努力前行。這就是領導力的體現。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0122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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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0122A 簡

獨家解析：中美英中學
教育差異

說實話，David每天都在忙碌中開始，也在忙
碌中結束，但是每天過得豐富而充實。

David就讀於美國頂尖寄宿高中聖保羅中學，
學校生活非常豐富，可以自由選擇和支配的時
間也多，不會出現為了學習成績而犧牲其他時
間的情況。每天早晨，David都會參加學校的晨
會，晨會實際上就是個信息發佈的平臺，老師或
者學生社團都是在這個平臺上發佈信息的。之
後，他會被安排進行大約7節課的學習，其中有
一節自由安排的課。

小而精的校園課堂，最大的優勢便是，每個學
生都能得到老師足夠的關注。為了實現精英教
育，在每一門具體課程的學習中，也要貫徹小班
教學的理念。David班上，同學8人，這種精緻的
小班教學保證了課堂上每個學生，無論積極與
否，上課時都有發言或被老師提問的機會。

經過一天緊張而有序的課程之後，下午三點
左右，David 最喜歡的環節來臨——參加為時
2-3個小時的體育訓練，比如籃球、排球、足球、
游泳、擊劍等。美國校園十分看重學生的課外活
動，經常鼓勵學生參加志願者活動、俱樂部、合
作教育、研究以及文化活動等。如果一個學生某
項成績中等，但課外活動十分出色，知名大學也
會搶。

體育訓練之後，安排的是晚餐和參加社團的
時間，晚自習一般是學生在宿舍裡學習，學校的
老師管理秩序並監督學習。

英國高中：精英教育一點也不輕鬆
與David不同，Elton13歲入讀英國以“精英搖

籃”、“紳士文化”聞名世界的伊頓公學。就讀期
間，Elton要完成生理、心理、知識、體能、思想和
社會責任感的全面成長。然而在 Elton看來，伊
頓的校規雖然嚴格，學業很緊張，但是他卻並覺
得不痛苦。

入校時，學校規定家長前三周一律不准探望，
學生要求不准留戀父母溫情。Elton和其他學生
一樣，被分派一名導師，專門負責監督學業進度
、品德與社交方面的發展。在感受同學、師生間
集體溫暖的同時，學校把各種娛樂、體育和業餘
生活等安排得滿滿的，每天長知識而又有趣的
活動之後，Elton還沒來得及想家，就已疲倦得呼
呼大睡。

Elton 說，他幾乎每天下午都有體育運動，划
船賽、牆賽、田野遊戲賽等，在遊戲般的體育運
動裡，他不僅鍛煉了體魄，而且培養了同學之間
互相尊重、團結、合作等集體責任感和榮譽感。

在伊頓，Elton 感觸最深的便是除統考外，每

年12月學校額外安排的“伊頓考
核”，它比中學統考要難得多。如
果不幸幾次沒通過，就得面臨轉
學的危機。同時，伊頓考核在校內
決定著下一學期的分班，在升學
時，如劍橋國王學院等名校，會更
看重伊頓考核展示的學生質量。

Elton說，能考入伊頓的學生都
是尖子，但不等於每個學生的天
分、特長、愛好都一樣。“分班制”
就是為了避免成群教育的粗略。
然而，學生從來不會因為被劃入

“低班”而自暴自棄，發現了短處，
老師會加倍細緻、耐心，有時會一
對一輔導。

但他也感受到了一些同學交
往存在的問題，他的大多數同學
都來自于歐洲的貴族，雖然自己
的家境非常好，但與這些世世代代都是“紳士”
的同學相比，無論是瞭解的知識還是喜歡的事
情，總有些格格不入。

中國高中：應試教育是主要特色
中國的高中不用多說，從早自習開始，到晚自

習結束，基本上一天都在學習中度過，有些注重
勞逸結合的學校會適當安排體育課，不過也僅
此而已。

John是湖南一所知名公立高中的學生，他的
高中生活大多在考試中度過，感覺忙碌而枯燥。

每天早上六點，John按時在學校起床鈴聲裡
醒來。十分鐘後出現在學校操場上的跑步隊伍
裡——這就是所謂的晨練時間。七點開始一天
緊張而忙碌的課程，最受重視的功課當然是語
文、數學、英語。

白天九節課，晚上三節自習，每天在教室的時
間是12個小時。某些學校學生甚至要花更多時
間學習，週末也不例外，每週只放半天假。

除了語數外、數理化等，國內某些高中可能還
有口語、計算機、體育等課程，但是這些都不是
重點培養方向，所謂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都
只是空話。在學校，只要語數外、數理化成績好，
那麼你就是一個特別優秀的人。

每天晚自習，John 會嚴格要求自己做 10-20
頁練習題。他心中有個信念，一定要考上名牌大
學，因為從他出生起，父母就在積攢他的教育費
用，他感覺生活的壓力非常大。

每天22：22，John準時上床睡覺。22 點30 分，
學校宿舍樓統一熄燈，不過還有幾個宿舍的窗

口透出燈光，那是畢業班學生打著手電做練習
題……

中美英三國教育大PK，究竟誰勝出?
通過前面三個案例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

基本的事實：在德智體方面的訓練，中美英三國
孩子經歷的過程都不一樣。教育方式和結果的
不同，造就了外在和內心都不一樣的孩子;在不
同的教育體制下，中美英孩子的世界觀也不一
樣，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也就相應有所不同。

中國教育特色是唯分數論的應試教育，基礎
教育目的簡化為在考試中拿高分。對每個家庭
來講，全家的希望都寄託在一個孩子身上;對學
校和學生來講，雖然大學在擴招，但優質教育資
源依然非常稀缺，人多，資源少，競爭力自然就
大。John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中國學生雖然勤奮，但思
維存在惰性，不願意主動思考，而且不善於表達
傳遞自己的想法。2014年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
(GRE)全球成績報告顯示，中國學生的數學平均
成績遠高於其他國家，名列第一位。但考察批判
性思考能力的分析性寫作一項，平均成績卻不
盡如人意。現在中國大學給人的印象不但是學
術創新能力不行，就連社會責任感也缺失，用北
大教授錢理群的話講，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是“精
緻的利己主義者”。

美國教育重點在通識教育，培訓出來的學生
基本都是多元化的T型人才：“—”表示有廣博
的知識面，“|”表示知識的深度。兩者的結合，既
有較深的專業知識，又有廣博的知識面，這類集
深、博于一身的人才不僅在橫向上具備廣泛的

一般性知識修養，而且在縱向的專業知識上具
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獨到見解。再加上美國多
元教育帶給學生德智體美勞多方面的均衡發展
，美國學生的競爭力尤其突出。相信前面案例中
的David，每天忙碌，終究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英國教育最引人關注的便是貴族精英教育，
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主動學習的能力。但
是像Elton一樣，能接受這種貴族精英教育方式
的人，在英國還是少數，這種教育方式並沒有在
英國得到普及。英國的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在
教育理念和方式上還存在極大的差別。同時，這
些來自傳統貴族家庭的年輕一代，仍然更願意
固守在他們自己的社交圈裡，對於國際生而言，
要建立新的圈子，並不容易。

前段時間，一部以中式教育走入英國課堂實
驗為內容的紀錄片走紅，這是一場以成績定勝
負的中英教育 PK，最終以中式教育完勝收場。
此結果引發了眾多關注和議論。

近幾年，網上大量文章和書籍也對英美教
育進行大篇幅的介紹，相當一部分學者和家長
在中美英教育之間作對比。

考試與升學只占人生經歷的一小部分，人生
真正開始是在畢業之後。當進入一個新環境，獨
立思考、主動學習、團隊協作的能力就顯得尤其
重要。所以，我們既要看到中國教育注重學生基
礎知識學習的優點，又要借鑒英美教育注重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多元發展的優點，取長補短，
相互吸取各自好的經驗，使教育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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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五大就業難的專業，華人慎入!

（來源:爾灣華人網）俗話說得好，
“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專業的選
擇，直接決定了個人的思維方式，也間
接指定了人生的奮鬥方向。進入美國
之時，大家首先面臨的便是專業的選
擇，除非從內心深處喜歡某個專業，否
則大家應該註意一下這些高投入低回
報的火坑：

（註：行行出狀元，所以只要妳夠
牛，就不怕入火坑!）

火坑專業 No.5 法律
盡管美國的法律行業始終占據食

物鏈的高端，律師的年薪長期居高不
下，但作為地道的中國公民，真正地進
入律師行業絕非易事。畢竟，要想真正

融入美國法律
行業，投入血本
必不可少，博士
文 憑（JD）幾 近
剛需。

當 成 功 拿
到法學院的通
知書時，臉上肯
定透露出幸福
而驕傲的笑容；
當金錢和汗水
如潮流般湧入
火坑時，心中默
念的必定是未
來的光明前途；
當求職時因身
份（無綠卡）和
口音被拒時，卻
找不到招聘方
種族歧視的把
柄，不得不感嘆
美國法律的偉
大...

怒而回國，才發現世界上最遠的
並不是亞美大陸間的距離，而是大陸
法系和歐美法系之間的鴻溝......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4 理論物理

妳有一定概率會認為，只有了解
相對論才能真正了解世界；妳有一定
概率會認為，不精通統計物理的工程
師都不是好工程師；妳有一定概率會
認為，只有物理程式才能詮釋整個世
界

是的，公眾並不懷疑物理學家的智
商，可這並不意味著場論的學習能夠
定量地提高小宇宙的能量。教職數量
畢竟有限，當理想狀態與現實世界發
生沖突時，也許才會開始感嘆世態的
炎涼和理性的缺失。

幸運的是，處於火坑中的粒子們
有一定概率發生能級躍遷，跳出火坑，
開始新的周期......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3 文學
曾幾何時，幻想著周遊世界

憧景、遐想，握緊鋼筆
曾幾何時，開始追尋美國一夢
托福，雅思，輾轉反側
還記錄著雙腳踏上美國的那一刻
在同門的買菜車上留下的贊詩

夢中醒來，綠卡，工作，鈔票，原來
這才是新美國的三座大山...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2 理論數學

世間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一系列
點線面的組合；任何專業，只有在充分
地引進數學知識才能走向成熟；世界
上最美的佳人，身材也需滿足黃金分
割率......

是的，數學無所不能，但博士後的
期限卻總是比直線還要長；幸運的是，
自己與穩定教職之間的距離，好像每
天都會縮短到原來的十分之一......

當然，我相信，每個研究理論數學
的人，都被數學的偉大所征服，至於錢
，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數字而已!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1 生物學
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千人百

人計劃，都是生物的天下；神馬科學自
然，全是生物學家的灌水勝地......

然而，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
大多數博士畢業以後都變成了千
老－－千年老博士後......

更悲劇的是，生物種群能夠隨著環
境的變化而進化，生物個體卻很難通
過基因突變來改變命運 ^^!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美國工作面試第一印象
（來源:爾灣華人網）那天有人來公司面試，

我帶他去會議室，告訴他請坐。他四處張望，不
知道該坐哪裏，我這才註意到會議桌周圍沒有
椅子。我笑著解釋說：“真對不起，昨天公司開
party，椅子堆在角落裏，還沒搬回原位”。我一邊
說著，一邊走去堆椅子的地方搬了一把椅子來
放在會議桌邊。那個人見有了椅子，一聲不吭就
坐下，我只好再次去搬椅子。想到 CEO 會來參
加面試，也許還有別的人會來，我打算多搬幾把
椅子過來。會議室的椅子是金屬腿和金屬扶手，
挺沈，而且是重疊堆放，椅子腿卡在一起，把它
們分開要費很大的勁，我來回搬了好幾趟。整個
過程中那個人面無表情地坐在我搬來的第一把
椅子上等待面試。

來面試的是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我
去搬第一把椅子的時候以為他會跟在我後面去
幫忙，至少為他自己搬一把椅子，但是他絲毫沒
有想幫忙的表示。一般說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

男人會主動去搬椅子。如果是格蘭，他肯定沖過
去幫忙，把每一把椅子都搬過來，並且會堅持不
讓女士出力。我習慣了周圍的男士或多或少都
有點紳士精神，所以我對這個男人的表現感到
詫異。雖然搬椅子不是他的義務，但不搬椅子顯
露了他的素質。工作面試第一印象很重要，這個
人在面試還沒開始就給我留下壞印象。也許他
在別的方面很出色，但是誰願意跟懶人一起工
作？

工作面試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國
人非常看重人格魅力和待人處事的能力。面試
最重要的是一見面要熱情大方友好，頭一分鐘
就要給人留下好印象。面試時候不要像上面那
個木頭人冷漠讓人沒好感，還有以下這樣一些
錯誤一定要避免。

第一，面試不要遲到。如果妳進門第一句話
是“對不起我來晚了”，那麼妳的面試已經失敗
了。無論是堵車，交通事故，火車晚點，渡輪停擺

，任 何 借
口都無法
打消雇主
心裏的疑
問，妳 連
面試都遲
到，以 後

上班妳會準時嗎？
第二，面試千萬不要看手機。把手機關掉，

而不是只改成震動。因為有些人手機一有動靜，
就會有抑制不住的沖動去看手機，至少會分散
精力。最壞的表現，告訴面試官說：“對不起，我
接個電話”。妳也太不把面試官看在眼裏了，有
什麼事比拿到這份新工作更重要？

第三，不了解面試公司的情況。最糟糕的問
題是問人家的公司是做什麼的？發出簡歷前，或
者至少在面試前，要調查研究公司的信息。在互
聯網如此發達的社會，上網查個公司信息易如
反掌，妳如果不知道，還要人家告訴妳，那是不
可原諒的錯誤。

第四，說前任老板和前工作單位的壞話。面
試的一個必答題是，妳為什麼要離開前公司？妳
千萬不能說是前老板很壞，前同事多麼不好。這
樣的話使妳顯得沒風度很難處。美國公司喜歡
找team player，妳在前公司處不好跟老板和同事

的關系，雇妳來能處好嗎？妳現在說前老板的壞
話，誰能肯定妳將來不說新老板的壞話？

第五，一門心思地想休假。第一輪面試，妳
對別的事不感興趣，一味地打聽人家公司有多
少天休假，工作開始後多長時間可以開始休假？
唉，妳是來找工作的還是來找休閑的？這種問題
留到第二輪面試再問。如果妳沒有第二輪面試，
那麼第一輪問了也白問。

第六，著裝過於休閑。在美國，穿正裝表示
妳的對這個場合的重視。面試著裝寧可過於正
規，不可過度休閑。再說一般人穿正裝都比休閑
裝成熟穩重有風度，妳就不想讓自己看起來順
眼一些？

第七，什麼問題都沒有。面試的最後，面試官
肯定會問，妳對我們公司有什麼問題嗎？妳回答
說沒有。真的嗎? 妳對妳想去的公司和妳想要
的工作提不出一個問題？還是沒興趣問？面試官
其實是想通過妳提的問題了解妳的想法和妳的
思考能力，可是妳茫茫然提不出一個問題。

第八，忘記感謝面試官。面試結束要當面致謝
，或者寫 email 感謝面試官花時間見妳，這是禮
貌，同時也是提醒人家不要忘記妳。這點小小的
禮節並不多余，每個人都喜歡有禮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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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高帝健康產業集團
SNG Gotit International Healthcare Group

SOUTHERN NEWS GROUP

高地健康醫療產業秉承“創新醫療體驗，服務世界華人”的初衷，協同
35家世界級的醫療機構，創建“幫你醫”健康醫療平台，旨在以先進的
遠程科技連接平台上的一百多名各個專科領域的頂尖醫生資源，為患者
提供基于“互聯網+”的 “中美聯合門診”“代孕”、“癌症治療”等
系列遠程醫療服務，打造從線上
（美國醫生）問診到線下（中美
醫療實體）治療、康復的服務閉
環，深化中美醫療合作、醫學交環，深化中美醫療合作、醫學交
流以及中西醫聯合調理，助力緩
解國內優質醫療資源緊缺的現狀
，助推一站式服務的優化環節！

美南新聞控股集團

 全學科美國醫療資源，
  涵蓋幾十個專科領域；
 中美專家線上線下聯動
  看診，溝通高效專業；
 中美醫學文化交流，研
  發和突破各類疑難雜症；

 前沿遠程醫療技術和設備
  支持，快速查詢預約；
 遵循美國HIPAA法案，
  嚴格保護患者健康隱私；
 中西醫聯合調理，深入
  徹底去除病根；醫療資源共享

一體化服務

諮詢電話：281.498.4310
2223 Dorrington St., Houston, TX 77030

H03-SNG-GOTIT 高地健康形象廣告_ 徵人_C_80 

美南新聞高地國際健康集團

位於休斯頓醫學中心核心區域。秉承創新醫

療體驗，服務世界華人的初衷，協同休斯頓

醫學中心世界級的頂級醫療機構，創建健康

醫療平台。旨在以先進的遠程醫療科技連接

平台各專科領域的頂尖醫生，為患者提供基

於互聯網的中美聯合門診，代孕， 癌症治療

等醫療服務。集團的長遠發展目標將是建立

無國界的健康交流平台。我們現在需要招聘

以下人員：

1）家庭醫生或者內科醫生：歡迎全職半職

     參與，已經有經營私人家庭診所經歷的

     優先考慮。要求合作者提供簡歷，有效

     德州行醫執照，並無聯邦DEA以及醫療

     事故記錄。

2）一名前台兼代孕服務助理：歡迎全職

     半職參與；要求中英文流利，可以熟練

     完成中翻英英翻中；熟悉電腦文件處理，

     包括宣傳頁設計等；有做賬經驗以及有

     醫學背景尤其是生殖醫學背景的優先考

     慮。申請人必須有合法美國工作身份。

     工作時間要求8:00-5:00，

     周一至周五，周六9-2點，薪資面議。

3）一名醫療助理：中英文雙語流暢。

     歡迎全職半職參與; 申請人必須

     有合法美國工作身份。薪資面議。 

     請申請人提供簡歷。期待您的加盟！

電話:713-261-0991 Jana Wang    

SNGGOTIT@gmail.com.

赴美求學漫漫長路

據瞭解，赴美讀中學的留學生人數逐年上升，赴美
留學也日漸呈現出低齡化趨勢。那麼，為何選擇在
中學階段赴美留學？中學階段赴美留學又會面臨著
哪些現實問題呢？

為何去“嘗試”是關鍵詞
為何赴美讀中學？不同的學子有著不同的考量

，不同的家庭有著不同的權衡。但他們談到最多的
一個詞是“嘗試”，或想嘗試一下不同的教育方式
，或想嘗試一下獨立生活的滋味，或想嘗試接觸不
同的環境……

施懿珊曾在邁阿密裡維埃拉學校讀中學，現在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我更喜歡美國高中小
班授課的教學模式。他們的教學方式相比於國內更
為多樣，在課上大家會頻繁地開展課堂討論、採用
團隊協作的方式來完成課題。學習氣氛相對活躍、

開放，更適合我。”施懿珊說道。
肖少桂現就讀于佛羅里達國際大學，邁阿密日

落高中是她赴美讀書的第一站。當提及赴美讀高中
的原因時，她說：“在國內讀高二時，學校恰好有
一個與美國中學交換學生的項目，高中的最後一年
可以到美國就讀。仔細考慮後，覺得去美國讀書可
以讓我試著獨立生活，學會照顧自己，以提高自理
能力，於是這就成為我在美國求學的起點。”

怎麼讀“麻煩”也不少
採用學生間相互提問、討論、辯論的上課方式

被稱為“圓桌教育”。這是美國教學理念的一個縮
影，也是他們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手段。但
這樣的教學方式卻讓不少初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無
所適從。“剛到美國讀中學時，我最害怕上的就是
討論課，因為老師會讓每個學生都發表看法。但我

的 口 語 很
差 勁 ， 又
不 是 一 個
善 於 表 現
自 己 的 人
， 經 常 一
發 言 就 鬧
出 笑 話 。
這 讓 我 感
到 很 尷 尬
，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司徒智強說道。

據他介紹，美國中學採用學分制，由學生自主
選修課程，但選課前務必要將這門課的情況詢問清
楚。司徒智強說：“剛到美國的第一學期，我曾選
修過歷史課和音樂課，但事先並不清楚這兩門課的

難 度 。 一
學 期 下 來
， 聽 懂 的
部 分 非 常
少 。 所 以
選 修 哪 些
課 一 定 要
考 慮 自 己
的 實 際 水
平 ， 不 能
盲 目 地 選
擇 難 度 大
的 課 程 。
”

在 生
活 上 ， 赴
美 讀 中 學
的 留 學 生
也 會 面 臨
不 少 困 難
。 美 國 法
律 規 定 ，
未 成 年 人
若 是 沒 有

家長或者監護人的照顧，不能獨自在外租房。所以
大多數學子會選擇寄宿在當地家庭中，但寄宿生活
並不意味著高枕無憂。

選學校 學長可請教
學子赴美讀中學的第一步就是擇校。肖少桂說

：“美國的公立中學只允許留學生讀1年，剩下的3
年要到私立中學就讀。所以在挑選中學時，最好直
接選擇私立中學，以省去轉校的麻煩。”據她介紹
，在赴美讀中學不斷升溫的當下，一些濫竽充數的
中學和“黑中介”也層出不窮。“挑選中學一定要
謹慎，要擦亮眼睛。因為美國有些私立中學收費
‘虛高’，收取昂貴的學費卻不能保證師資配備、
教學質量。浪費錢倒是其次，浪費的時間可討不回
來。對有關信息多方瞭解是關鍵。若是不放心，不
妨將申請留學的手續委託給正規的中介機構辦理。
當然，這之前要甄別中介的資質。”肖少桂說道。

司徒智強感慨地說：“到美國讀中學只是一個
開始，大多數赴美讀中學的學子會選擇繼續留在美
國讀大學。因此，學習的時間跨度可能長達8-10年
，這期間家庭得支出一筆非常大的開銷。開弓沒有
回頭箭。我個人建議，不妨先申請旅遊簽證，去心
儀的中學‘考察’一番。畢竟環境對人的影響非常
大，當地治安、民風、學校學風等因素都會影響到
留學結果。”

“美國中學的課程成績是按整個學期的綜合表
現來給分的，由考勤、平時作業、小測試以及階段
考試等幾個方面組成，不是‘一考定終身’。所以
，若想取得好成績，就得在平時付出相當多的精力
，指望‘臨時抱佛腳’是行不通的。”司徒智強補
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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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2-反煙廣告_B_40直 B02-MINT BANK_5B_40

Come Grow With Us! 
1.90% APY on 13-Month CD 

1.25 % APY on MonuMINT Savings and 
ManageMINT Savings Accounts 

Tinghui Zhang Executive Assistant  
281-568-8888 ext.1117 

Ringo Kwan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MINT LPO 281-568-8888 ext.1118 
Address:10333HarwinDr.Suite.630,Houston,TX77036

281.359.6468 www.themintbank.com

銀行總部：1213 Kingwood Drive, Kingwood, TX 77339

小留學生在美國：成績比
國內好，逢年過節最難熬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小留學生遠赴重洋來
到美國讀初中、高中。根據《2016中國留學白皮書
》顯示，中國赴美低齡留學生的年齡已開始呈現出
越來越小的趨勢，赴美留學的大潮已從本科、研究
生提前到了中小學階段。

美國中文網報道：洛杉磯時報消息，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中國小留學生遠赴重洋來到美國讀初中
、高中。根據《2016中國留學白皮書》顯示，中國
赴美低齡留學生的年齡已開始呈現出越來越小的趨
勢，赴美留學的大潮已從本科、研究生提前到了中

小學階段。2015年赴美中學生數量達到了2013年的
1.5倍，中國已成為美國高中留學生第一大來源國。

今年年初，南加州三名中國留學生施虐同胞案
宣判，三人被判6年到13年的監禁。涉嫌綁架、毆
打和折磨同學的三名中國留學生翟雲瑤、楊雨涵和
章鑫磊，於今年1月5日與檢方達成認罪減刑協議，
三人分別獲刑13年、10年和6年。這起案件令人們

更加關注在美小留學生
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

許多家長覺得，自
己為孩子付出了許多。
其實對於小留學生來說
，他們也犧牲了許多.

留學生活是否適合
，與每個孩子的性格、
愛好、家庭背景、家庭
教育、知識與經濟基礎
以及個人和家庭的期望
值等都有密切關係。以
下上我們看看這些小留
學生在異國他鄉的成長
和經歷吧。

在武漢時，17歲小
曲（Allen Qu）的成績
是班級中游，在習慣用
成績劃分學生等級的中
國學校裡，他不被老師
重視。最終，他的父母
建議他來美國讀書，他
同意了。小曲來了 San
Marino市一所寄宿學校
讀書。

在這所西南部的中

學裡，他交了新朋友，數學成績很好，而且家庭作
業比國內少得多。學校的食物不太好吃，但週末他
可以和朋友去附近的中餐館吃飯。

小曲熱愛旅行，卻不敢和父母提出。他知道自
己需要做的就是呆在學校裡，申請到好大學。

每個月，他和父母視頻通話幾次，他的母親很
想他，父親忙於經營建材生意，較為疏遠。小曲說
，中國新年是他最想家的時候，但父母並沒有來看
他。

這所學校中，86%學生是國際學生，其中一半來
自中國。國際學生的父母很少出現在學校，也不太
和老師溝通，學校為孩子們安排了“住宿父母”，
以照顧他們平時的生活。

17 歲的小胡（Hsu）是一名害羞的17 歲男孩，
在美國一所高中讀書。談起來到美國，他說這是父
親的主意，他做的決定。他的父親是中國一個電器
公司總裁，父親詢問他想不想來美國讀中學，他表
示同意。小胡說自己想成為一名牙醫，不過他也表
示，這是媽媽的主意，但他覺得這沒問題。他的目
標大學是加大洛杉磯（UCLA）。

小胡說，他來美國才三個月，新生活由讀書、
籃球和電腦遊戲組成。他也遭遇過歧視，有人朝著
他大叫要他“滾回中國”。在這個私立天主教學校
，他每天和同學老師們一同禱告，儘管他不信教。
他的英語不太好，但成績一直在進步，只有體育和
數學得了B。
小胡說，“我在中國的成績達不到平均分，但在這
裡我高出平均分”。

對此，他的寄宿家庭“家長”周先生表示很開
心，認為其中不乏自己的功勞。但他也提出了自己
的擔憂：“很多中國家長早早把孩子送出國，只因
別人都這麼做。學校如何，寄宿家庭如何，他們瞭
解的並不多，這是很魯莽的行為”。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80122E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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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
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除了“6.5%左右”的预期增长速度，如何高
质量发展同样备受关注。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今年是
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
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

“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如何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高质量发
展，是政府工作的着眼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过去五年，面对极
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

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开创新局面。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做好今年工作，要认真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稳和进作为一个
整体来把握。一是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二
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三是抓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推动改革取得新突破。有效化解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要靠深化改革，特别是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工作报告 90
余次提到“改革”一词，尤其是将“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对 2018 年政府
工作的建议”的第一条。报告指出，坚持把
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续抓好

“三去一降一补”，大力简政减税减费，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报告同时强调，要深化
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以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
重要契机，推动改革取得新突破，不断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贯彻新发展理念有新部署。新发展理念
是指挥棒、红绿灯。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加
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健全生态文明体制、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扎实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等一系列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工作。

改善民生有新亮点。报告充分体现“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要在发展基
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
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报告中提出的改善民生目标，
有指标有重点有惊喜，如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以内；再减

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
搬迁 280 万人；合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发展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等等。一系列新举措，回应了百姓期
盼，获得百姓点赞。

蓝图绘就，剩下就是落实。中国改革发
展的一切成就，都是干出来的。团结凝聚力
量，实干创造未来。在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
期，只有快干、实干、会干，才能不负新时
代。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济大学财经
研究所所长）

蓝图绘美景 实干创未来
■ 石建勋

金台沙龙

移动支付正改变中国

不期然间，在中国互联网总体尚需追赶世界
最高水平时，中国移动支付已大幅领先于发达国
家和地区。

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稳居世
界第一，2017年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金额约100
万亿元，未来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全球知
名调研公司益普索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支付渗透
率高达77%，遥遥领先于美国、欧洲、日本等。

“移动支付既为老百姓提供便利，也促进着小
微企业发展，在推动普惠金融、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作用甚至是
传统金融替代不了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
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事实上，移动支付已不再局限于“支付”本
身。在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移动电商、打车软
件、市政服务、无人经济等多个领域，都出现了
亮眼甚至现象级的应用场景。例如，在全国50个
城市可以用支付宝扫码乘坐公交车，300多个城
市可以通过支付宝缴水电费、挂号、查询社保和
公积金等。而没有移动支付，共享单车、滴滴打
车、团购等产业，都很难发展起来。

中国银行原外部监事梅兴保认为，作为一种
新业态，移动支付正在引领时代潮流。他告诉记
者，移动支付与其他技术一道，使落后地区在新
经济领域有了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更能让分散
的农民、建筑工人等群体，享受到金融改革发展
的成果。

与此同时，贺强认为，中国移动支付的安全、可
靠性同样国际领先，相关企业积极探索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技术创新防控金融风险，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国际领先的支付机构损失率千
分之三，而中国移动支付损失率低于百万分之一，
这很说明问题。”

严监管也要鼓励创新

任何硬币都有正反两面，移动支付高歌猛进
之际，其发展也面临着创新与监管间的平衡问题。

近些年，由于一些假P2P （互联网金融点对
点借贷平台）、假现金贷企业的做法，引发了一
系列案件，导致管理层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的监
管。这些严厉措施的确有效降低了互联网金融风
险，但很多“一刀切”做法，在业内人士看来，
可能会抑制创新。

“还是应该鼓励创新，这种普惠的做法，本
质上是很多民生工程的助推器。”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表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今年要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
战，这其中在精准扶贫领域，移动支付可以起到
非常好的渗透作用。“凡是用智能手机的人，都
有着同样的移动支付场景，这让贫困地区人口能
更好地接受各方信息。”“先多样化，后规范
化”，梅兴保借用农村改革时的经验举例，认为
在监管时，不应该看到出现问题就停下来。他认
为，在设计改革方案和确定指导方针时，既要全
覆盖、不留死角，也要为新业态留下继续创新和
发展的空间。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到深入开展
“互联网+”行动时，强调要“实行包容审慎监
管”。这应当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应在全球抢下话语权

事实上，中国移动支付不但应当继续发展，还
应走向世界。“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基础设
施非常关键，高铁、大桥这些属于硬件基础设施，
而支付体系是软性基础设施，它是人民币国际化
和很多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基础。”对外经贸大学教
授殷剑锋认为，不应把移动支付仅仅视作第三方
支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理解。

在殷剑锋看来，美元作为全球霸权货币有许
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人主导了现
在的支付体系，万事达、维萨、美国运通等都是美
国的。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理应将中国移动支
付的标准向海外推广。

事实上，来自中国的方案正走向海外，造福
全世界。在印度、马来西亚、韩国、印尼等国
家，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都投资或合资开发了
移动支付产品。中国产品本身也在走出国门，在
日本、芬兰、美国等诸多国家，支付宝等中国移
动支付的图标频现于机场、大型商场等地。

尽管被《经济学人》誉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域
的“领路人”，中国移动支付还远未到高枕无忧
之境。长期以来，国际支付标准都是由一些西方

银行卡组成的联盟说了算，如今这个联盟也制定
了移动支付的标准，并在全球推广，正与中国标
准形成竞争格局。

“一旦西方标准成了主流，就可能形成巨
大的壁垒，严重制约中国移动支付在国际上的
发展，甚至导致其丧失领先地位。”贺强告诉
记者，本次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保持中国移
动支付产业全球领先地位的提案，其中包括将
其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鼓
励企业以“一带一路”为纽带加强与国外机构
的合作，鼓励中国企业争夺话语权等。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如何让移动支付
这个新业态，在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强有力作
用，需要政府、企业与有关方面共同推动。

中国移动支付如何领跑？
本报记者 刘少华

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新四大发明”点赞：“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
流”。报告直言，快速崛起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标志。

从2004年支付宝诞生开始，再从电脑端到智能手机端，以支付宝为引领的中国移动支付产业，不断通过创新和技术提升，创造了数十
个独特应用场景，大大方便了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不仅如此，它还带动了包括共享单车等多个新产业类型，成为远超海外竞争对手的全球
性领先产业。

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网邀请有关专家做客“金台沙龙”，热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互联网+”内容，把脉中国移动支付的未来。

芬兰罗瓦涅米的礼品店内芬兰罗瓦涅米的礼品店内，，中国游客正在使用支付宝付款中国游客正在使用支付宝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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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三年著名畫家王鑫生載譽回休城睽違三年著名畫家王鑫生載譽回休城
創中美藝術家協會促東西方藝術交流創中美藝術家協會促東西方藝術交流

【【文文：：陳瑞琳陳瑞琳】】陽春三月陽春三月，，歸國三年的歸國三年的
國際著名畫家王鑫生先生從中國的北京載譽國際著名畫家王鑫生先生從中國的北京載譽
回到休城回到休城，，此行歸來的使命是創辦中美藝術此行歸來的使命是創辦中美藝術
家協會家協會，，力促東西方書畫藝術在國際平台的力促東西方書畫藝術在國際平台的
廣泛交流廣泛交流。。

作為享譽海內外的藝術家及美術教育家作為享譽海內外的藝術家及美術教育家
，，王鑫生老師在過去的三年中不僅在北京中王鑫生老師在過去的三年中不僅在北京中
國美術館舉辦了隆重的個人畫展國美術館舉辦了隆重的個人畫展，，在上海等在上海等
地舉辦了地舉辦了《《意象意象--蛻變蛻變》》的全國油畫巡回展的全國油畫巡回展
，，還特別應邀出席中法建交紀念畫展還特別應邀出席中法建交紀念畫展，，同時同時
還被聘為北京師範大學的藝術客座教授還被聘為北京師範大學的藝術客座教授，，並並
在他的家鄉河南建立了第一座王鑫生國際藝在他的家鄉河南建立了第一座王鑫生國際藝
術中心術中心。。他此間所創作的系列畫作不斷引起他此間所創作的系列畫作不斷引起
轟動和熱評轟動和熱評，，他的出生地西安也正在為他籌他的出生地西安也正在為他籌
建立大型的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建立大型的王鑫生國際藝術中心。。

回想回想19931993年年，，肩上背著簡單行囊的王鑫肩上背著簡單行囊的王鑫
生來到美國生來到美國，，原本計劃在短暫的探親漫遊之原本計劃在短暫的探親漫遊之
後拂袖返國後拂袖返國，，但德克薩斯州自由吹煦的暖風但德克薩斯州自由吹煦的暖風
深深觸動了他深深觸動了他，，尤其是他一生所沉迷的西方尤其是他一生所沉迷的西方
藝術就在眼前藝術就在眼前，，為了心中的那個中西交融的為了心中的那個中西交融的
藝術理想他選擇留了下來藝術理想他選擇留了下來。。當年的這個毅然當年的這個毅然
決定不僅成就了一個中西合璧的藝術家決定不僅成就了一個中西合璧的藝術家，，也也
成就了無數個熱愛藝術的孩子成就了無數個熱愛藝術的孩子！！

在海外耕耘的二十多年在海外耕耘的二十多年，，王鑫生一面放王鑫生一面放
眼西方世界眼西方世界，，一面展開了自己藝術想像的翅一面展開了自己藝術想像的翅
膀膀，，同時融匯貫通了中國文化傳統的血脈同時融匯貫通了中國文化傳統的血脈。。
西方的寫實西方的寫實，，中國的寫意中國的寫意，，俄國繪畫的批判俄國繪畫的批判
現實主義技巧現實主義技巧，，再加上現代派繪畫的反叛精再加上現代派繪畫的反叛精
神神，，共同構成了王鑫生博大深厚的藝術世界共同構成了王鑫生博大深厚的藝術世界
。。早在早在20062006年年，，休士頓大學亞美研究中心首休士頓大學亞美研究中心首
先為他主辦了個人畫展先為他主辦了個人畫展，，驚動畫壇驚動畫壇，，好評如好評如
潮潮。。20082008年新年伊始年新年伊始，，王鑫生再赴台北舉辦王鑫生再赴台北舉辦
國際畫展國際畫展，，展出期間媒體競相報道展出期間媒體競相報道，，台北藝台北藝
術學院院長親臨觀摩畫展術學院院長親臨觀摩畫展，，僅基泰藝廊就收僅基泰藝廊就收
藏了他九幅畫作藏了他九幅畫作，，參展畫作參展畫作《《暢想暢想》》已被選已被選

為台北春季藝術拍賣會的重點作品為台北春季藝術拍賣會的重點作品，，
並與著名的國際蒙克藝術公司長期簽並與著名的國際蒙克藝術公司長期簽
約代理約代理。。同年二月同年二月，，王鑫生馬不停蹄王鑫生馬不停蹄
出席哈佛大學新年畫展出席哈佛大學新年畫展，，並獲得哈佛並獲得哈佛
大學亞當學院特別頒發的藝術成就徽大學亞當學院特別頒發的藝術成就徽
章章。。

就在就在20082008年春末年春末，，中國四川發生中國四川發生
““55..1212””大地震大地震，，休士頓各界僑胞在休士頓各界僑胞在
最短的時間裏舉辦了一場空前的最短的時間裏舉辦了一場空前的““六六
一一””兒童節的賑災義演兒童節的賑災義演，，要在這一天要在這一天
為災區的孩子們送去一份來自海外的為災區的孩子們送去一份來自海外的
關愛關愛。。消息傳出消息傳出，，王鑫生老師在最短王鑫生老師在最短
的時間內專門為這次義演創作了一幅的時間內專門為這次義演創作了一幅
大型的油畫作品大型的油畫作品《《心願心願》，》，至今感動人心至今感動人心。。

在休斯敦在休斯敦，，當年的王鑫生美術學校早已當年的王鑫生美術學校早已
成為蜚聲北美的小藝術家的搖籃成為蜚聲北美的小藝術家的搖籃。。學校自學校自
19951995年創立年創立，，二十多年來弟子愈千二十多年來弟子愈千，，桃李芬桃李芬
芳芳，，碩果壘壘碩果壘壘．．他的學生曾榮獲他的學生曾榮獲““世界和平世界和平
藝術大賽藝術大賽””金獎金獎，“，“北京國際少年繪畫大賽北京國際少年繪畫大賽
””囊括金獎囊括金獎、、銀獎銀獎、、銅獎銅獎、、優秀獎優秀獎，“，“美國美國
國會美術大賽國會美術大賽””休士頓地區冠軍等數不勝數休士頓地區冠軍等數不勝數
。。他培養的好多學生他培養的好多學生，，不僅進入美國頂尖名不僅進入美國頂尖名
牌大學牌大學，，如史丹佛大學如史丹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哥倫比亞大學等，，
而且正在進入美國的主流畫壇而且正在進入美國的主流畫壇。。由於他在培由於他在培
養藝術人才及美中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努力與養藝術人才及美中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努力與
傑出貢獻傑出貢獻，，美國國會山莊曾特別為他飄起美美國國會山莊曾特別為他飄起美
國國旗國國旗，，並被命名為並被命名為““國際藝術大師國際藝術大師”。”。

王鑫生老師出生在一個繪畫世家王鑫生老師出生在一個繪畫世家，，父母父母
都是專業畫家都是專業畫家，，母親心靈手巧母親心靈手巧，，父親深通畫父親深通畫
理理，，從小耳聞目染從小耳聞目染，，少年時有幸結識了一位少年時有幸結識了一位
當年頗具才情的和尚畫家陳錦堂先生當年頗具才情的和尚畫家陳錦堂先生，，跟其跟其
日日相隨六年日日相隨六年，，學到了中國畫的超凡脫俗之學到了中國畫的超凡脫俗之
氣氣，，以及發自天然的無心之境以及發自天然的無心之境。。後來考入河後來考入河
南師範大學美術系南師範大學美術系，，深受蘇聯學派影響深受蘇聯學派影響。。直直
到到19931993年來到美國年來到美國，，強烈感受到世界各國的強烈感受到世界各國的

繪畫流派在這裏百川匯爐繪畫流派在這裏百川匯爐，，讓自己有精神解讓自己有精神解
放的喜悅放的喜悅，，走出了一條中西結合的創作之路走出了一條中西結合的創作之路
，，即將中國繪畫的神韻和西方繪畫的具體呈即將中國繪畫的神韻和西方繪畫的具體呈
現統一在作品當中現統一在作品當中，，既有耀人眼目的豐富色既有耀人眼目的豐富色
彩彩，，又有處處逢源的統一協調又有處處逢源的統一協調，，既有形的具既有形的具
體體，，又有神韻的高度概括又有神韻的高度概括。。

三年前三年前，，王鑫生老師正是帶著他獨具一王鑫生老師正是帶著他獨具一
格的濃彩畫筆格的濃彩畫筆，，回到了中國回到了中國。。在他所到之處在他所到之處
，，一幅幅中西交融天然合成的畫作為各界震一幅幅中西交融天然合成的畫作為各界震
撼撼。。他當年的畫作他當年的畫作““和平天使和平天使””走進了聯合走進了聯合
國國，，曾被印發給一百多個國家大使收藏曾被印發給一百多個國家大使收藏，，畫畫
中的小姑娘用自己細嫩的小手中的小姑娘用自己細嫩的小手，，放飛正在展放飛正在展
翅的和平鴿翅的和平鴿！！他近年來所創作的他近年來所創作的““中國歷史中國歷史
文化人物系列文化人物系列”，”，從雲台山訣別從雲台山訣別““廣陵散廣陵散””
的嵇康的嵇康，，到舉杯邀明月的瀟灑李白到舉杯邀明月的瀟灑李白，，其中包其中包
含著堅實的油畫技法含著堅實的油畫技法，，又融合著中國的虛實又融合著中國的虛實
神韻神韻，，被專家讚為傳世之風被專家讚為傳世之風。。

結束了返休的短暫停留之後結束了返休的短暫停留之後，，王鑫生老王鑫生老
師還將返回中國師還將返回中國。。他的一個宏偉計劃是前往他的一個宏偉計劃是前往
敦煌敦煌，，將為後世留下敦煌即將消失的絕妙壁將為後世留下敦煌即將消失的絕妙壁
畫畫，，以自己古稀生命之力以自己古稀生命之力，，再為畫壇創造奇再為畫壇創造奇
跡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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