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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
布報告，5月份美國房屋銷售額下
降，房價創歷史新高。
(一)5月份美國房屋銷售額連續第
二個月下降，原因是市場上房地產
庫存短缺，將房價推升至歷史新高
。

房地產市場繼續落後于經濟，
無助于第二季度增長。由于強勁需
求，市場供應減少，導致房價上漲
超過平均工資上漲，因此，今年房
屋銷售已加劇水價。

房價中位數比去年同期上漲
4.9%，至5月份達到歷史新高26.48
萬美元。相比之下，失業率降低至
3.8%，這是18年來低點，年薪增長
低于3%。

首先，住房供應不足以滿足需
求，促使價格上漲。按揭貸款利率
上升，借款購房還款利息增長。

其次，經過季節調整後的年率
為543萬套，現房銷售下滑0.4%。
據研究報告，房屋銷售略低于預期

。
再次，東北地區銷售上升，西

部、南部、中西部房屋銷售下降。成
屋銷售占美國房屋銷售額90%左
右，同比小幅下降，這是連續三個
月下降。

在低端市場，供應量比較緊張
。隨著抵押貸款利率回升至七年高
點，首次購房者借款可能更加昂貴
。美聯儲今年再次上調利率，抵押
貸款利率可能進一步上升。
(二)抵押貸款利率上升，住宅投資
放緩。

第二季度，美國經紀人的傭金
減少。美國第一季度經濟增長2.2%
，住宅投資放緩。美聯儲表示將繼
續逐步加息，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
。美元兌一籃子貨幣徘徊在11個月
高點附近。

5月份，市場擁有185萬套舊房
，比去年同期下降。新房供應下降，
銷售額創歷史最低紀錄。如果按照
五月份銷售速度，大約還需4個月

消耗房屋庫存。房屋銷售
平均周期約26天，比一年
前27天略減少。

首次購房者減少，5
月份首次購房者占交易額
31%，低于 2017 年 5 月的
33%。建築商增加供應，但
木材價格上漲，勞動力短
缺，美國人平均購買一套
房屋居住時間超過10年。
根據商務部，5月份新屋開工率上
漲，上個月房屋完工率上漲。
(三)美國房價創歷史高點，房屋銷
售下降。

加利福尼亞一套房屋平均價
格達到60萬美元，美國市場房價創
紀錄高點，房屋銷售下降。市場對
高端豪宅需求減少。

房價上漲原因可能有幾個，房
屋供應短缺，建築材料價格上漲。
雖然勞動力市場強勁，但房屋價格
上漲幅度遠遠超過了金融危機以
來，這種脫節進一步擴大，因此利

率上漲讓購房者更難買得起一套
新房，首次購房者也是如此，許多
美國人不願意改善購買更大、更昂
貴的房屋。

美聯儲加息提高抵押貸款利
率，上周，美國三十年固定利率抵
押貸款利率上升至4.62%，一年前
為3.91%。消費者信心上升，工資增
長與低失業率為公司創造良好環
境，抵押貸款利率上升，大多數市
場上，支付能力依然受限。有兩件
事可以幫助建築商股票，今天抵押
貸款構成與過去不同，住房供應依
然短缺。(取材美房吧)

美國房屋銷售額下降房價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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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不僅要繳納房產稅，如果是投資
，還要繳納出租的個人所得稅。2年內賣掉要繳
納房產增值部分的資本利得稅。

如果購買的是商業地產，需要繳納的個人
所得稅更多，因為租金更高。

美國規定在一定範圍內是可以合法合理避
稅的，一般美國房產公司都需要請職業會計師，
這樣的會計師都是很牛的。因為每一個會計師
需要管理很多房主的房子的避稅，所以每套房
子額費用並不高，每年200~1000美元之間。那種
超大型的沃爾瑪例外。

那麼怎樣合法合理避稅呢？又怎樣利用美
國稅法第1031條款？

初級避稅
我們購買住宅、商業地產的初級形式，就是

直接購買，所以也叫做初級避稅。以前很多客戶
問我，怎樣合理避稅？因為投資美國房產，需要
交納所得稅的。具體交納多少，需要專業會計師
做賬，合理避稅。記住，他們不是做假賬。這個要
看每個會計師的本事。一般稍微大一點的美國
房產公司的會計師都是很牛的。因為客戶投資，
集中起來都非常大，不牛的早滾蛋了。通過我們
的研究，得出：

對于以個人名字買投資房產的，可以通過
如下方法抵稅：
1. 房子的地稅(房產稅)，保險費
2. 房子的折舊費，裝修折舊費，地板，門窗，廚房
，屋頂等分類折舊費
3. 房子的維修費
4. 房東到美國來往的機票，餐旅費
5. 房地產公司的管理費
6. 房地產經紀的中介費
7. 尋找租客的廣告費
8. 自己未成年孩子的撫養費

中級避稅
對于用公司名義投資房地產

的，在有所有初級避稅法則的同時，還有如下更
優惠法則：
▶1. 您在美國可以租用門面開公司，所有公司
的租金，電話，日常維持，日常管理所需要的所
有費用
▶2. 美國公司可以請雇員，員工的所有工資，福
利全部可以抵稅。（就算是您請的清潔工，保姆，
是為您在美國家裏服務的，也可以算在內）
▶3. 為美國員工發獎金，禮品，也可以抵稅
▶4. 以公司名義去投資，只要是在年終結算之
前為止的，所有投資費用都可以抵稅。
▶5. 您所有招待客戶，請客吃飯，飛機費用，汽
油費，旅館費，甚至您穿的衣服的購買費用，都
可以稱做公司的運營費用。
▶6. 您可以用公司的名義購買電腦，家具，電器
等，可以稱做辦公用品，這也可以抵稅
▶7. 您可以用公司的名義購買或是租賃豪車，
這也是可以抵稅。
▶8. 您甚至可以用公司的名義購買豪宅，度假
屋，可以說成是給員工旅游度假用，這也可以抵
稅。

以公司的名義合法避稅，這裏面有很多竅
門，只有您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只要您發
揮您的想像力，同時通過當地專業會計師的協
助，您可以達到最大限度的避稅。所有費用，請
務必保留原始發票，收據，或是郵件確認信，或
是信件作為報稅憑據。美國是個講誠信的國家，
只要您能出示合理的憑據，都可以作為理由合
法避稅。

高級避稅
這是玩轉美國稅法的高級法則，滾雪球式

投資法典，這個是建立在您以公司購買房地產
的前提下，而且初級，中級避稅法則同時有效：

為了能解釋的最通俗易懂，我用最簡單的
具體案例及數字來分析其中的精髓，同時為了
讓解釋明瞭，我省略您買的房產的升值，租客每
年加租等外加收入，利息每年遞減等因素，所以
您的實際收入會遠遠大于我的舉例數字。

舉例：您今天用100萬現金購買一個美國商
業房產，您的純投資回報率是8%，也就是你每
年的淨收益是8萬美元。這時候您有2個選擇：

A. 您就這麼一直收租，比如20年，租金
收入160萬，20年後將地產原價賣出200
萬（20年升值1倍是很正常的），20年的

淨收入就是260萬。
B.您可以用這100萬的房產去抵押
貸款，按照75%的比例，你可以貸
款75萬出來，利率按照5%，75萬
的貸款每年利息是3.85萬，首先這
個3.85萬您可以抵稅，同時75萬
的貸款每年本息還款大概不到6

萬，20年本息還清。這個房子
，用租金去償還銀行貸款，每
年有2萬盈餘。以後每年利
息會因本金降低而下降，所
以您以後的每年淨收入將大
于2萬。

你將 75 萬美金銀行貸
款，再自己墊上25萬，您又
可以買一個100萬的商業店
鋪。按照8%回報，您再用第二套房產再去抵押
貸款如同第一套，這樣依次類推。

同樣是100萬現金，通過此法您可以買4套
100萬，總共價值400萬的房產，現在我再幫您算
算這種滾雪球投資方式20年後您的收益情况。

雖然每次您都是用100萬現金購房，但您馬
上抵押貸款75萬回來，您每1棟100萬的商業房
產的實際投資現金為25萬美元。
4棟 投資25萬 * 4 年租金 8萬*4 本息6萬*
4 年淨收入是2萬*4=8萬

同樣是年純回報8萬美金，看似和A方法效
果一樣，但是，在這4套房產中，您每年可以合法
抵稅3.85萬*4=14.4萬，這可是不小的一筆數字
啊。

更可怕的是，20年後，您將這4套房產，即
使是按照原價賣出，你將得到4*200萬，800萬的
回報！

這20年，您的純回報將是8萬*20年+800
萬-100萬=860萬美金

您要知道，房產價值20年可是會增長很多
很多的，乘上4倍更是不得了。同時，銀行每年的
本息還款是逐年遞減，也就是說第一年還6萬，
以後每年都會越來越少，這樣這4棟房子的租金
收入在20年內將遠遠大于 方法A中的回報。即
使咱們為了讓計算簡單明瞭，不去計較房產升
值，租金增加，利息遞減等因素，方式B的回報在
20年裏是方式A回報的 8.6倍！

終極避稅
美國富人如何年淨

資產增加數百萬而一分
稅錢都不交呢？現在我
就教您骨灰級投資商如
何玩賺美國稅法的：
1031交易法則。

大家都知道房地產
最賺錢的方法是通過轉
賣而賺取差價。打個比
方，您通過100萬買了個
商業地產，某一年房產
漲價為 200 萬，您賣出
後收益100萬，這個時候
您可不要高興的太早，

山姆大叔可是瞅著您要找您收稅錢呢！對于這
100萬的收益，首先需要交30%的財產增值稅
(Capital gain), 這一下30萬利潤沒了。別急，剩
下的70萬，您還需要交收入稅，又是幾十萬沒了
，最後年終，如果您有一半剩下，那就是萬幸拉。
如果您不懂避稅，這錢可是硬當當的交出去的。
但是如果您懂得使用1031 交易法則，您就可以1
分錢稅不用交！

所謂1031 交易法則，就是美國政府鼓勵再
投資的一項稅發。只要您投資等于或是大與所
得收益的地產，您就可以不交稅。同樣那個例子
，在賣房後得到200萬後，在6個月內，您去再投
資一棟或是多棟房產總值等于或是超過200萬
的房產，您就可以不交稅！一年，您的淨資產增
加了100萬，但不要叫1分錢的稅。這就是美國的
終極避稅法典——1031交易法則。

美國玩轉避稅法則暫時告一段落。避稅是
為了資產更好的翻倍。所以美國人一般手頭沒
什麼現金，但是資產驚人。

溫馨提醒您：
‧避稅必須要有法律依據，票據是必須的，即使
是商業地產的NNN租約，也要租客提供維修等
票據。
‧避稅不是偷漏稅，不是造假。在美國如果造假
，處罰很嚴重。
文章來源：美國財富管理

美國買房如何避稅？
從入門到終極的避稅指南從入門到終極的避稅指南！！



AA33房地產現況3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18年7月02日 Monday, July 02, 2018

在減稅政策、薪資上漲等因素帶動下，美國人的購房需求
也上來了。同時，由于住房建設緩慢，供給不足，導致美國房
價今年3月增速創近4年來新高。

美國3月Case-Shiller 20城市綜合住房價格指數同比上漲
6.79％，這是2014年6月以來最快增速。

美國房產信息平臺Zillow統計，一季度美國房屋價值較去
年同期上漲了8.7%，增速創2006年6月以來最高（當時年化
漲幅為9%），目前美國房價中位數達到21.56萬美元。

房價大漲的趨勢也得到了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
的統計證實。官方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美國的房價同比上漲
6.9%，全美50個州和首都華盛頓特區房價都在漲。

美國房價為何快速上漲？
一方面，美國住房供應不足。春天購房季顯示了強勁需求

和供應趨緊，但同時新增住房建設緩慢，供給惡化。按目前速
度，現有庫存在4個月內售罄，小于去年同期的4.2個月，維
持健康的供需平衡需6-7個月的房屋庫存。

其次，減稅政策和薪資上漲也令美國人開啟“花錢模式”
，助漲了買房需求。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房價上漲的預期推
動美國人匆忙下決定，生怕日後買不起房。

最新的密歇根大學消費者情緒調查顯示，有16%的受訪者
表示，現在購房的條件很好，因為並沒有看到房價下跌的理由
，16%的比例也是1980年以來最高的。

標準普爾指數委員會主席David Blitzer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在庫存增長快于銷售，或者經濟明顯放緩之前，房價可能
會繼續上漲。”

美國房價上漲為何重要？
2000年高科技股票泡沫破裂後，美聯儲連續多年采取低

利率政策，刺激了居民的購房需求，推高房價。不斷升值的房
地產市場導致居民投機性需求膨脹，促使銀行鋌而走險，進一
步放鬆貸款條件……

後來的故事演繹所有人都記得——近九十年來世界經濟史
上最大的金融危機爆發。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金融危機後十年，美聯儲超寬鬆貨
幣政策再次刺激了美國房地產市場。

美國哪些地區房價漲勢最猛？
FHFA統計發現，一季度房價同比增速超過10%的州有四

個，分別是內華達州（13.7%）、華盛頓州（13.1%）、愛達荷
州（11.1%）和科羅拉多州（10.6%）。

Zillow的發現更引人注目，在美國35個最大的住房市場中
，有21個的中位數房價已經超過了十年前房市泡沫鼎盛時期
的最高水平。

例如，加州聖何塞、舊金山、拉斯維加斯、西雅圖、德州
達拉斯-沃斯堡地區、亞特蘭大、奧蘭多和北卡夏洛特等新興
熱門城市，房價同比都達到了雙位數漲幅。

房價同比增幅位列前三的分別是：
加州聖何塞：同比增長26.2%至126萬美元
拉斯維加斯：同比增長16.5%至26.08萬美元
西雅圖：同比增長13.6%至49萬美元

房價同比增幅最慢的三大城市是：
巴爾的摩：同比增長4.4%至26.27萬美元
華盛頓：同比增長4.5%至39.8萬美元
休斯頓：同比增長4.7%至19.5萬美元
(文章來源：華爾街見聞)

I/房地產專日/180623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價創四年最快增幅美國房價創四年最快增幅
哪些地區漲勢最猛哪些地區漲勢最猛？？

在美國房產一片大好的
情況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
去美國買房，接下來小編為
大家總結一下美國居民房最
值得投資的十大理由，一起
看看美國房產政策解析。

強勢美元：美國經濟從
2009年的谷底回升，經濟好轉加息周期的影響，美元匯率
可能將在未來三年維持強勢。

永久產權：美國房產貴地皮很貴，買完房就永久擁有
那塊地皮了，很多地方地下礦產並不包含在其中。

房價不高：從美國幾十年的房市來看，美國房價呈現
出周期性變化，每10~12年為一個周期，現在美國房產正值
最佳投資時機。

剛需擴大：美國人口結構暗示住房需求回暖，35-44歲
人口在2015年到達底部後將開始回升，新增剛性需求的擴
大。

家庭形成加速：家庭形成原因加速刺激需求，2014年
下半年以來，美國家庭速度大幅加快。

金融條件改善：有利于住房需求回升：
1)次貸危機後居民資產負債表已經得到充分的修復;
2)助學貸款壓力的下降也降低了年輕人購房的負擔;
3)收入的上升也使得居民購房的壓力減小。改善都有利

于住房需求的改善。

房地產庫存下降：目前美國住房空置率仍在持續下降
，已接近2000年的水平，租房空置率已接近90年代水平。
目前的房地產庫存或不足房價也出現上漲。

房屋量價俱升：在全球經濟發展減緩的情況下，似乎
沒受到什麼影響。受到高需求量和供應量緊張影響，美國
的房產價值穩步增長。目前保持了從2012年4月以來美國全
國房價持續上漲的態勢。新屋和成屋銷量也保持了穩步增
長。

房屋租金上漲：在過去幾年中房價大量增幅的地區其
房租收益也水漲船高。休斯頓、達拉斯、洛杉磯、克利夫
蘭以及波特蘭等等這些城市在房價和房租上都有著兩位數
的增長。美國的整體房租比去年同時期上漲了3.7% 。

美國房產政策完善：美國房產政策齊全完善，法律環
境健康：美國的房地產法律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和完善，
逐步形成了相對完善和成熟的房產法律制度及市場。美國
房產信息是公開的，所有的交易信息都必須明確的呈報，
這就有效的避免了大面積炒房現象的發生。(文章來源：居
外網)

美國居民房投資的十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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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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投資問題美國房地產市場有以下
幾個法律問題：所購買不動產風險、政府許
可風險、環境風險、勞工風險、土地買賣、
施工管理等。

一、所購買不動產風險：
1 、財產範圍
對于所要購買的不動產區分不同情況，

中國投資人應確認相關的物業財產範圍和產
權情況。例如，如果購買的是商場或酒店，
所需要確認的財產範圍不僅包括相關土地和
地上建築，還應包括建築內的設備設施、與
該商業物業經營相關的證照、客戶名單等商
業秘密、測繪圖紙或其他無形資產。如果購
買的土地用于開發，則可以要求賣方給予必
要的可研調查期，以便對土地相關情況作更
詳盡的調查，以確定是否適合作符合相關目
的的商業開發。

2 、產權調查
中國投資人應對所要購買的不動產物業

進行相關的產權調查，確認是否存在產權瑕
疵。產權調查可由產權調查公司進行，通過
搜集當地政府備案的相關房地產公開信息，
包括房地產歷次交易的產權變更記錄是否連
續完整，是否存在抵押權、地役權或其他產
權瑕疵，是否附有相關債務或者欠繳稅費等
，最終形成相關地產的產權調查報告，羅列
相關發現的產權瑕疵或其他問題。

上述發現的問題應由賣方在交割轉讓前
予以解決。另外一個解決方案是，中國投資
人可以購買不動產物業產權相關的保險，一
旦發生在產權調查中未發現的產權瑕疵，可

以要求由保險公司進行相關理賠。
3 、物業檢查
中國投資人應聘請專業人員對所購買的

不動產物業進行仔細的檢查，包括物業建築
結構、管道設施、供冷供熱供電供水系統、
是否存在環境風險( 例如石棉、白蟻、管道泄
漏等) 。

二、政府許可風險
1 、區劃許可
在美國從事房地產開發應注意符合區劃

相關的法規要求。美國各州政府擁有立法權
，並授權各市政當局制定有關土地利用方面
的區劃制定法。當地的市政委員會由選民選
出或市政當局任命，負責制定適合當地的區
劃條例和總體規劃。當地立法機構指定社區
成員組成當地規劃委員會，通過組織公眾聽
證會，調查並獲取相關信息，負責編制區劃
條例和總體規劃，並向當地市政委員會或其
他立法機構提供建議及相關法規的修訂、執
行和管理標準等。

受區劃委員會制定的區劃影響嚴重的業
主可以向法院進行上訴。公眾意見和社會團
體在區劃法的制定和實施上起著非常重要的
作用。如果社區民眾反對某項目，房地產開
發商必須與其協商並徵求其同意，否則很難
獲得區劃委員會和市政委員會的許可。

中國企業投資美國房地產開發，首先需
要就項目制定總體規劃，包括總平面設計和
建築物的初步設計，報市政當局批准。中國
房地產開發商應注意與當地居民溝通，做好
相關公關工作，不要簡單認為和當地市政當

局打好交道就可以了
，不要按照在國內的
思維模式先拿到地再
說，如果項目未得到
當地居民的支持，很
可能導致項目無法進
行和投資失敗。

2 、建築許可
除了區劃許可，

開工前還需要申請建築許可及其他開工前需
要報批的各種許可，包括市政許可、給水排
水許可、消防許可、歷史文物許可及其他許
可等。相關項目建築設計應符合有關建築法
規標準(Building Codes) 的要求，如建築材料
要求、衛生設施、配電設施、防火標準等等
。

獲得建築許可的時間要看各地方政府的
規定，涉及環境問題時可能會較長。例如美
國可出售開發的島嶼獲得建築許可的手續就
會比較複雜，耗時可能達10年甚至更長，有
沒有建築許可的島嶼售價也差距很大。在獲
得建築許可並交納相關稅費後，才可以開工
建設。

三、環境風險
在美國購買不動產物業，尤其是購買土

地用于房地產開發時，應注意相關的環境風
險並需要進行相關的環境評估，審查相關環
境許可證照是否有效，是否存在違反環境法
規而導致產生環境責任的行為，是否存在為
滿足相關環境要求而需要進行的投入或開銷
。如果購買的地塊在環境保護敏感地區，如
野生動物栖息地或濕地等地區，未經許可是
不得砍伐任何林木或者破壞地表植被的，而
這可能對房地產開發的工程進展帶來嚴重影
響。

四、勞工風險
美國的建築工人屬於藍領工人，與中國

的建築工人不同，他們的收入不低于白領，
甚至會更高，
享受固定的工
作時間和假期
安排，其權益
受美國法律和
工會組織的保
護，應避免隨
意延長工作時
間或延遲發放
工薪。在美國
，很多工人加
入工會組織，
由工會代表工
人同企業談判
集體雇傭合同

，談判內容包括工資、福利待遇、工作時間
、辭退條件和遣散費等。

工會可以組織工人罷工，或者在簽訂或
續簽勞動合同時要求較高的工薪福利。美國
也曾發生過因為工會組織和企業間談判，導
致企業經營困難的案例，例如美國通用汽車
公司2007年在和工會談判續簽集體勞動合同
時遭遇罷工，最終被迫接受更高代價的為期
四年的勞資合同，最終導致企業負擔較高，
于2009 年申請破產保護。

五、土地買賣
中國開發商購買美國土地用于開發，需

要和美國土地業主簽訂《土地買賣協議》，
並要求在滿足交割條件的情況下再進行交割
。這些交割條件包括產權公司出具產權報告
和/ 或產權保險，測繪地圖和圖紙已提交，土
地等級證明和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已提交等。
如果存在銀行貸款，開發商企業還需要和銀
行簽訂《土地貸款協議》，在存在擔保或抵
押的情況下，地契和產權保險文件會交由貸
款銀行。

六、施工管理
美國的施工管理體制由開發商、承包商

和監理工程師三方組成的管理體系組成，通
過招標承包制，選擇承包商和簽訂合同。與
國內不同的是，國內的建築商作為乙方常處
于談判弱勢地位，常存在墊資開工的現象，
而在美國建築商和開發商處于平等的地位，
一般不存在墊資幹活的現象。(文章來源：美
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0623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投資美國房地產市場需要注意的法律問題投資美國房地產市場需要注意的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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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HGTV的一檔名為“Flip or Flop”電
視節目的熱播，“倒手”房屋在美國刮起了
一股浪潮。這檔節目主要是跟蹤一對夫婦
Tarek and Christina El Moussa，播放他們購
買舊房產，翻新後再售賣出去的過程。

在人們掏錢購置房產之前，如果瞭解美國
哪些城市“倒手”房產或者說買房最多，想必
對于他們規劃自己的計劃會非常有幫助。

Attom Data最新發布了一份數據：美國20
個城市地區的倒賣房屋數量以及平均盈利。

根據數據，鳳凰城以2116套翻新房位居
全美第一，每套房平均盈利54,787美元，而
洛杉磯和拉斯維加斯則分別以1404、1207套
房位居第二、第三。就倒手利潤而言，洛杉
磯則以135,000美元/套房的利潤高舉榜首。

1.鳳凰城
翻新房屋數量：2,116
翻新平均利潤：$54,787

2.洛杉磯

翻新房屋數量：1,404
翻新平均利潤：$135,000

3.拉斯維加斯
翻新房屋數量：1,207
翻新平均利潤：$55,600

4.芝加哥

翻新房屋數量：922
翻新平均利潤：$95,000

5.勞德代爾堡

翻新房屋數量：863
翻新平均利潤：$75,000

6.邁阿密

翻新房屋數量：794
翻新平均利潤：$80,000

7.棕櫚灘
翻新房屋數量：681
翻新平均利潤：$69,200

8.坦帕
翻新房屋數量：642
翻新平均利潤：$69,900

9.河濱市
翻新房屋數量：631
翻新平均利潤：$75,500

10.聖地亞哥

翻新房屋數量：604
翻新平均利潤：$85,000

11.克利爾沃特
翻新房屋數量：604
翻新平均利潤：$60,000

12.安大略
翻新房屋數量：551
翻新平均利潤：$75,500

13.休斯頓
翻新房屋數量：546

翻新平均利潤：$48,888

14.奧蘭多

翻新房屋數量：528
翻新平均利潤：$64,000

15.聖路易斯

翻新房屋數量：526
翻新平均利潤：$47,000

16.費城

翻新房屋數量：521
翻新平均利潤：$78,046

17.達拉斯

翻新房屋數量：505
翻新平均利潤：$59,133

18.孟菲斯

翻新房屋數量：487
翻新平均利潤：$41,500

19.阿靈頓
翻新房屋數量：444
翻新平均利潤：$46,161

20.底特律

翻新房屋數量：442
翻新平均利潤：$37,500
(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0630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屋翻新能賺多少錢美國房屋翻新能賺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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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習慣禮儀禮節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終於踏

上了這篇廣袤並富於活力生機的土地
，也許你的旅行計劃是在快節奏的曼
哈頓悠閒地享受著落日下的長島冰茶
，在不分晝夜的賭城豪賭，在西海岸吹
著海風和加州甜橙一樣讓陽光把自己
喂飽，甚至只是去費城感受一下歷史
的沉重與變遷，這些都不是我們需要
過多思慮的，既然來到這個開放跳躍
又井然有序的國家，提前記住一些美
國當地風俗也不失為一種精神體驗。
文學

作為反映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
預示社會發展方向的一面鏡子，美國
文學也體現出美國人獨特的哲學觀、
價值觀。美國早期的移民多是從英國
或者歐洲來到這片新大陸的，他們想
擺脫歐洲舊的封建傳統，追求自由、民
主。而這些要求體現在文學方面，個人
主義成為貫穿早期美國文學的一個特
色。就此而言，美國文學的發展是承前
啟後，極具連貫性的。
美國夢

美國夢是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
過努力不懈的奮鬥便能獲致更好生活
的理想，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工作勤
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繁榮，而非

依賴於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
。許多歐洲移民都是抱持著美國夢的
理想前往美國的。
語言

由於沒有聯邦地位的官方語言，
部分州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但英語
是事實上的官方語言，就整個聯邦而
言，並沒有統一的官方語言。由於多年
來推動英語為官方語言的運動，美國
50個州中已有31個州通過立法規定英
語為官方語言，也有其它一些州提出
相關議案，不過，面臨的阻力相當大。
有3個州承認其他語言與英語有平行
地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語，夏威夷州
的夏威夷語和新墨西哥州的西班牙語
。
體育

體育在美國是民族文化一個重要
的組成部分。美國人喜歡一些特別在
美國流行的體育項目，例如與美式橄
欖球、棒球、籃球和冰球相比，足球在
美國是一個比較冷門的體育項目，但
隨著越來越多的少年從事這項世界上
最受歡迎的運動，足球亦被認為是在
美國最有潛力發展的運動。在體育比
賽中所體現出來的美德如團體精神、
公正、紀律和耐久性在美國社會中有

很高的聲望。
“請不要和美國人談論這些”
美國人的三大忌：

一是忌有人問他的年齡，
二是忌問他買東西的價錢，三是
忌在見面時說：“你長胖了!”。年
齡和買東西的價錢都屬於個人
的私事，他們不喜歡別人過問和
干涉。至於“你長胖了!”這句中
國人習慣的“讚賞話”，在美國人
看來是貶意的。因為在美國的

“瘦富胖窮”的概念，一般富人有
錢遊山玩水，身體練的結實，容貌普遍
消瘦;胖人沒多少錢，更無閑習去鍛煉
了，所以偏胖。
信仰忌諱

美國人忌諱“13”、“星期五”、“3”。
認為這些數字和日期，都是厄運和災
難的象徵。還忌諱有人在自己面前挖
耳朵、摳鼻孔、打噴嚏、伸懶腰、咳嗽等
。認為這些都是不文明的，是缺乏禮教
的行為。若噴嚏、咳嗽實在不能控制，
則應同部避開客人，用手帕掩嘴，儘量
少發出聲響，並要及時向在場人表示
歉意。他們忌諱有人沖他伸舌頭。認為
這種舉止是污辱人的動作。他們討厭
蝙蝠，認為它是吸血鬼和凶神的象徵。

“不是任性的無拘無束
”禮儀禮節

美國人與客人見

面時，一般都以握手為禮。他們習慣手
要握得緊，眼要正視對方，微弓身。認
為這樣才算是禮貌的舉止。一般同女
人握手美國人都喜歡斯文。

美國人在社交場合與客人握手時
，還有這樣一些習慣和規矩：如果兩人
是異性，要待女性先伸出手後，男性再
伸手相握;如果是同性，通常應年長人
先伸手給年輕人，地位高的伸手給地
位低的，主人伸手給客人。他們另外一
種禮節是親吻禮。這是在彼此關係很
熟的情況下施的一種禮節。

“他們吃什麼” 飲食習慣
美國人在飲食上如同他們的脾氣

秉性一樣，一般都比較隨便，沒有過多
的講究。但目前他們已越來越重視食
品的營養，吃肉的人漸漸少了，海味及
蔬菜品種越來越受他們的青睞。他們
喜歡“生”、“冷”、“淡”：“生”是愛吃生

菜多，習慣菜品上鍋就一“冒”，因其特
別重視菜肴的鮮、嫩;“冷”是樂於吃涼
菜，不喜歡過燙過熱的菜肴;“淡”是喜
歡少鹽味，味道忌鹹，稍以偏甜為好。

美國人飲食上忌食各種動物的五
趾和內臟;不吃蒜;不吃過辣食品;不愛
吃肥肉;不喜歡清蒸和紅燴菜肴。

美國人不習慣廚師烹調中多用調
料，而習慣在餐桌上備用調料自行調
味。他們平時慣用西餐，一般都一日三
餐。早、午餐樂於從簡，晚一天的主餐，
內容比較豐富，但也不過是一兩道菜。
加上點心和水果。美國人對中餐是普
遍歡迎的。他們在使用刀叉餐具方面，
一改歐洲人慣于馬叉不換手的習慣，
他們好以右手為刀割食品後，再換叉
子取食用餐。他們特別願意品嘗野味
和海味菜肴，尤其對蛙肉和火雞更加
偏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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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美國的喝茶之道

美國人喝茶的習氣是由歐洲移民帶
去的，雖美國人喝茶沒有歐洲人多，但
喝茶方法卻與歐洲大體相仿。美國喝

茶有清飲與調飲兩種，大多喜愛在茶
內參加檸檬、糖及冰塊等添加劑。不過
，美國畢竟是個年青的國家，所以喝茶

沒有歐洲那麼考究。加之美國人生活
節奏很快，喜愛方便快捷的喝茶方法，
故以冰茶、速溶茶和水罐頭為主。美國
人很喜愛中國茶，中美之間茶的交易
幾乎是伴跟著美國這個國家的誕生而
同步開端。

美國地處北美洲中部，當地喝茶，18
世紀以中國武夷岩茶為主，19 世紀以
中國綠茶為主，20世紀以紅茶為主，80
年代以來，綠茶出售又開端上升。但是
，作為熱飲料的茶，美國人卻演變成冷
飲冰茶。

在美國，無論是茶的沸水沖泡汁，仍
是速溶茶的冷水溶解液，直至罐裝茶
水，他們飲用時，大都習氣於在茶湯中
，投入冰塊，或許飲用前預先置於冰櫃
中冷卻為冰茶。冰茶之所以受到美國
人的歡迎。這是由於冰茶應順了快節
奏的生活方法。大家不肯用花時間熱
泡的方法喝茶。而喝冰茶時，消費者還
可聯繫本人的口味，添加糖、檸檬，或
其他果汁等。如此喝茶，既有茶的醇味

，又有果的幽香，尤
其是在盛茶，飲之滿
口生津，暑氣頓消。

冰茶作為運動飲
料，也贏得了美國人
喜愛。它可替代汽水
，既可在運動時解渴
，又有益於運動員康

復精力。人體在嚴重勞累的膂力活動
之後，喝上一杯冰茶，會有清涼舒服之
感，而且使精神為之一振。

其喝茶較多種類
為袋泡紅茶、冰茶、
添香茶和草藥茶為
主。當然，美國人也
喝雞尾茶酒，特別是
在風景秀麗的夏威
夷，遍及了喝雞尾茶
酒的習氣。雞尾茶酒
的制法並不雜亂，即
在雞尾酒中，依據各
人的需求，參加必定
份額的紅茶汁，就成
了雞尾茶酒。僅僅對
紅茶質量的需求較
高，紅茶具有湯色淡
雅，味道鮮爽，以為
用這種茶汁泡制而
成的雞尾茶酒，味更
醇，香更高，能提神，

可醒腦，因此廣為流傳。
這些年，跟著綠茶保健功能逐漸提

高，美國又掀起“中國綠茶熱”。美國國
家衛生部和有關集體還專門舉行“茶
與安康”的世界學術會議，舉行中國茶
文化周和中國茶文化研討會，在紐約
還成立了全美世界茶文化基金會，從
事茶文化的宣揚與中美茶業溝通的和
諧與組織工作。許多聞名大學，都舉行
中國茶專題講座，有的還投入鉅資進
行茶葉保健作用的根底理論研究。

不同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歷
史文化、生活習慣、風俗禮儀，
其中，結婚的形式也大有不同。
今天，小兩口婚博網小編就帶
大家來瞭解下美國婚禮的習俗
，感受下他們簡約的婚禮氛圍，
和我們的傳統中式婚禮的繁瑣
複雜比較，中國人結婚實在太
辛苦了。一起來看看吧，或許會
對你的婚禮策劃產生某些啟發
。

在美國舉辦婚禮可以隆重,
也可以簡約,沒有攀比,量力而
行。美國人沒有結婚一定要買
房的概念,男方更沒有結婚前一
定要準備婚房的壓力。男人娶
老婆、女人嫁老公不在乎是否
門當戶對。

美國人送禮講究實用,但都
不會很昂貴。遇到朋友結婚,你
若收到請帖,一般都要去參加婚
禮。出席婚禮的賓客一般不直
接送禮金,如果不知道對方需要

什麼樣的禮物時,賓客可
以到不同的商場購買禮券
,這樣就可以讓新人自己
到商場挑選喜歡的禮物。
禮券的金額可根據自己的
財力決定,若你手頭實在
拮据,送張賀卡也是可以
的。
婚禮策劃,創意婚禮方案,

個性婚禮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一種做

法是:當一對新人籌辦婚禮,通
常會在美國最大的“梅西百貨
公司”代辦禮品,將他們喜歡的
禮品放在商店電腦系統或網站
上,然後通知前來參加結婚儀式
的賓客在網站上挑他們想送的
禮物。新婚夫婦會在婚禮請柬
上注明,他們已在某百貨公司或
廚房用品店選好了喜歡的東西,
並附上禮品單的網頁。朋友在
網頁上看到禮品單後,根據自己
和主人交往的深淺及自己的經
濟能力,來選擇禮品。送禮人只
要購買,姓名馬上輸入計算機,
一個清單打出來,誰送了什麼禮
品,清清楚楚地列在表上。一般
賓客送禮品或禮券的數額大約
100美元(約人民幣630元)左右
。

由於婚禮費用昂貴,越來越

多的美國婚前男女都會認真地
考慮舉辦婚禮時會發生的意外
風險,譬如因一方婚前突然改變
主意、父母家人干涉或遭遇極
端惡劣天氣等各種原因導致婚
禮取消。為了防止和降低婚禮
因故取消帶來的損失,他們都會
購買婚慶保險。投保的項目包
括攝影、服裝、禮物、戒指等,婚
慶保險金額通常在 155 美元至
550美元之間。如果投保100萬
美元婚慶事故險,費用在185美
元左右。

目前,美國有多家保險公司
提供婚慶保險。與其他類型的
保險一樣,婚慶保險的費用取決
於承保項目和金額。據美國婚
慶網站介紹,因故取消或推遲婚
禮可索賠17.5萬美元,攝影或視
訊故障賠償 1500 美元,結婚禮
服出現問題可索賠1.05萬美元,
責任事故和財產損害賠償則分
別高達100萬美元。這為即將步
入婚姻殿堂的情侶減少了後顧
之憂,確保婚禮辦得盡善盡美。

怎麼樣，一向崇尚自由的美
國人，舉辦婚禮都是很隨意的，
畢竟結婚是找個心愛的人，並
不是找個有錢的人。

美國婚禮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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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州有哪些有意思
的習俗?

美國作為一個heterogeneous的移民國家，相對
來說各個族裔的融合度比較高，“普世價值”稱霸
主流文化；相對其他 homogeneous 的民族國家，

“習俗”這種概念並不常見。題主所指可能是生活
習慣上的差異，aka.?獨特的地方?。根據地區差異
(Regional variations)，美國分為如下幾個地區：新
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中大西洋地區(the
Mid-Atlantic states)，南 部 地 區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中西部地區(the Midwestern Unit-
ed States)，西海岸地區(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其中西海岸地區還可以分為太平洋沿岸各州
(Pacific States)和山地各州(the Mountain States)。國
內的文化差異主要是區域差異，但區域內部的文
化和生活習慣大致相同（就好像中國分為東北、
華北、西北、華南、東南、西南等區域）。

1、“聖經帶”(Bible Belt)：指的是美國東南及中
南部各州，包括德克薩斯、俄克拉荷馬、路易斯安
那、阿肯色、田納西、密西西比、肯塔基、亞拉巴馬
、佐治亞、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等黑人比例較
高的州。由於該地區有大量的福音派新教徒，民
風非常保守，對宗教十分狂熱，日常行事都要以
聖經作為基本準則，去教堂做禮拜的人數比例
(church attendance)要遠遠高於美國其它地區。在
美劇TBBT(生活大爆炸)中，Sheldon就因為來自
保守的南方Texas而常被大家取笑他家鄉和他媽
媽的生活習慣。

2、每年3月17日的愛爾蘭節日聖帕特裡克節
(St.Patrick's Day)，芝加哥市內的芝加哥河都會被
染成綠色，紐約的第五大道也會舉行大遊行，全
國各地的人們也都會穿上至少一件綠色的衣服、
褲子、鞋子、包甚至帽子。聖帕特裡克節是為了紀
念愛爾蘭守護神聖帕特裡克的基督教官方宗教
節日，現在也是愛爾蘭的國慶節。由於綠色是愛
爾蘭的國旗顏色，因此每逢每年的這一天，愛爾
蘭人和全世界的愛爾蘭後裔都會以穿戴綠色來
慶祝此節日。聖帕特裡克節主要在美國北方各州
較為盛行，因為南方各州非裔人口比例高，愛爾
蘭後裔相對較少。

3、當美國人提到“軟性飲料”(Soft drinks, 不含
酒精的飲料)時，不同地區的人們使用的詞匯是
不一樣的。如下圖所示，被鮮綠色所覆蓋的新英
格蘭地區和西海岸地區（以及少部分中部地區）
的人們使用"Soda"(蘇打碳酸水)來指代軟飲，被
黑色所覆蓋的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人們則使用
"Pop"(汽水)，而被翠綠色南方地區的人們則使用
"Coke"(可樂)。 4、以矽谷灣區(Silicon Valley,

Bay Area)為代表的美國
西海岸地區文化集中於
technology 與 start-up (
科技與創業)，而以紐約
為代表的美國東海岸地
區 文 化 集 中 於 fashion,
arts/entertainment, me-
dia (時尚, 藝術/娛樂,媒
體)。西海岸人民熱衷於
談論運動、健康、戶外運
動等體能特技(physical
feats)話題，而東海岸人
民則更偏向於室內運動
和愛美。
此 外，還 有 一 個“8/6
Phenomenon”(8/6 現象)
，就是說在矽谷灣區能
被評為8分的女人，到了
紐約就至多只能是 6 分
了(因為灣區男人占多數
，而紐約是女多於男)。

5、說到民風自由、種
族多樣性非常高的加州
，就不得不提到加州令
人蛋疼的交通。除了北加的灣區尚有公共交通
Bart系統 (類似於地鐵，聯結了舊金山、聖約瑟、
奧克蘭、伯克利、薩克朗門托等灣區主要城市)，
加州其他地區基本可以說是沒有公共交通。美國
許多地區的公路最左道被規定為carpool，是給坐
了兩個人以上的汽車的專用通道。南加城市洛杉
磯市內的405號公路有“北美最大停車場”之稱，
加州汽車的普及率和保有量可見一斑。

6、在美國，進門是否脫鞋也因地區文化不同而
異。在大部分南方各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進門無
需脫鞋。而在大部分北方各州，進門必須脫鞋。一
般來說，在1)鞋子是濕的或是髒的、2)室內的地毯
或地板較為貴重，這兩者中符合任何一者進門必
須要脫鞋。

7、和大多數生活在美國大陸的人們相比，來自
夏威夷島的人們一般身上會有更多紋身(tattoo)。
這一現象主要有三個原因：

1）宗教保守主義在夏威夷島嶼的影響非常之
小，民風相對自由開放。

2）由於夏威夷島的高度移民率，波利尼西亞文
化(Polynesian)、東亞文化和西方傳統三者的融合
，為夏威夷地區的紋身文化提供了更豐富多樣的

圖案選擇和發展方向。
3）軍隊的存在也同時促進了夏威夷地區紋身

文化的繁榮。
總的來說，越是民風開放、少數族裔人口比例高
的地區（諸如西海岸的加州、俄勒岡州及南方的
佛羅裡達州、德克薩斯州和內華達州等），紋身文
化越是流行。

8、中國人講普通話會有用詞上的差別（比如
“窩心”這個詞，在南方人口中是褒義詞，表示溫
暖安心；而在北方人眼裡這是個貶義詞，表示難
受煩心），美國人講英語也會有差別。

下面是一個典型例子之一，是關於在湖中和溪
流裡捕到的小龍蝦的叫法：

由於這一點上用詞的差別，在法國後裔主要聚
居的南路易斯安那州（尤以新奧爾良為甚）地區
非常盛行的著名菜肴 Crawfish Étouffée (一種以
燜燉貝類和殼類動物為主菜、同時輔以米飯和其
他醬料的菜肴，最負盛名的這一款叫做"路易斯
安那燜燉小龍蝦")，若是將此名字說給土生土長
於北方五大湖區域的美國人聽，他可能會以為你
在說一種不好的假9、在美國，一般的出行方式是
坐飛機、大巴或自己開車(roadtrip)，極少人會選擇

坐火車。現今的美國鐵路已經極少用於客運，相
當多的地區甚至都沒有鐵路或火車站，即便是在
有鐵路運營的地區，坐火車的花費也往往高於坐
大巴和飛機。相對來說，東海岸的軌道交通要發
達些，當然了跟中國那是沒法比，但跟公共交通
幾乎為0的中部和西海岸比要好太多。在汽車高
度普及的加州，有一個有趣的說法：為了鼓勵居
民坐火車，政府允許居民自己去購買一節火車車
廂，然後放自己家院子裡，隨意塗鴉成自己喜歡
的圖案。若是想坐自己家的火車，就聯繫政府，然
後相關部門會拉來火車頭將你家的車廂拉到鐵
軌上，然後就可以坐只有一節的自家火車粗門玩
去啦?

10、雖然慣例上大家都默認美國的官方語言是
英語，但事實上聯邦法律(Federal level)並沒有明
確規定美國的官方語言；僅是有28個州在州法律
級別立法規定了英語是de facto official language (
事實上的官方語言)。此外，在新墨西哥州和美屬
波多黎各地區，西班牙語同樣擁有官方語言的地
位（因為新墨西哥毗鄰美墨邊境，有大量的墨西
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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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就業最難的留學生就業最難的55個國家個國家
【來源:搜狐教育】

TOP5 法國：語言過關就不難了
對於想留在法國的學生來說，關鍵問題是能否能融入法國的文化，語

言是就業的首要問題，包括掌握法語。

TOP4 澳大利亞：你要比當地人更優秀
澳大利亞作為移民國家，移民當局要求來澳定居的人必須“比現有的

澳大利亞人更加優秀”。在澳大利亞就業，你的技術和學歷必須等同澳大利
亞的標準，並被澳大利亞的雇主接受。

TOP3 加拿大：求職要有全盤計劃
海外留學生如計劃移民加拿大的話，必須有一個周詳的全盤考慮，最

理想的情況是在選擇專業時，就以移民為目的作為考慮點。不要在苦讀數
年後，才發現所讀的科目找不到工作。

TOP2 英國：留學比就業容易
在英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大多讀金融、經濟，這些專業的學生就業較

難。即使是名牌大學金融專業的博士，也只是去一般的大學當助教。由於英
國不是移民國家，剛畢業的大學生想在英國找份穩定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TOP1 美國：畢業等於失業
拿到美國簽證難，在美國就業更難。國際學生的就業機會在“9?11”事

件後被嚴重壓縮，即使是被視為熱門的計算機業，“畢業即失業”的大有人
在。經濟不 景氣，很多大公司裁員節流，銀行、顧問公司都在裁員，信息高
科技市場更是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留學生選擇推遲半年畢業，或者被迫當

“海歸”。

法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英國

美國

在美國生活請別
誤踩地雷

在美國社會中，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以
個人為中心,個人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種準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人們在日常交談中,最忌諱涉及個人私事
，如年齡、婚姻、收入、智力、疾病、性取向、
宗教信仰、競選中投誰的票及問人家你去
幹什麼啦？等。問這些是被看做非常冒昧
和失禮的。

言行雖自由，但涉恐就拘你。平時，你
可以罵總統，但要有理有據；你可以遊行
示威，但不能有歧視、威脅和恐怖言行。在
社交場合，男子處處要謙讓婦女，愛護婦

女。與 人
在一起不

要當眾挖鼻孔，這個動作，可讓對方聯繫
到性，就如上床、如廁，人人都做，但不可
示人。美國人很講究自己的手勢，自我介
紹時，手指向自己的鼻尖，別指胸脯；招呼
人過來時，手指向著自己，中指朝自己晃
兩三下即可，但掌心必須朝上，朝下就是
看低了對方；千萬不要當面豎中指，這是
極有惡意的動作；食指與大拇指塔圈，其
餘三指向上伸開，表示“OK”！

在人們交往中，“誠信”永遠是擺在第
一位的，約會之後，不得失約，失約是非常
失禮的行為，晚到1分鐘就可改變對方對
你的看法。在美國人家中做客，不必過分
拘禮，但不可撫弄室內的古董珍玩，更不
要詢問日用品的價格。美國人盛行在聖誕
節互贈禮品，禮品多用花紙包好，再系上

絲帶。千萬別送帶有你公司標誌
的禮品，會讓對方誤認為你是讓
他為你做廣告宣傳。按照美國傳
統，探病號大多是贈送鮮花、盆
景；送朋友遠行時，通常要送鮮
花、點心、水果或書籍，禮品上附
有名片，祝他一路平安。

美國人認為單數是吉利的，
但忌諱“13”，認為“13”是個不吉
利的數字，不要在“13”日請客或
出行，在語言中也必須回避“13”

這個數字。
此外，在別人面前脫鞋子、脫祙、拉鞋

帶都是不禮貌的動作。在別人面前伸舌頭
是極為庸俗下流的表現。朋友的生日、婚
禮可以送禮，但必須有意義，禮品價格一
般不超過25美元，否則會有行賄的嫌疑。
有一個叫Travel Taboo(旅遊禁
忌)的網站搜集了一些在美國
不該做的事，比如：
‧ 不可以問收入、財產等個人
資訊
‧ 不可以在人前脫鞋子，所以
到美國人家拜訪除非主人要求
，不然絕對不可脫鞋
‧ 不可以在人前吐舌頭
‧ 不可以不問對方是否同意
之前就抽菸
‧ 不可以在人前用牙籤
‧ 不可以在公共場合補妝(化
妝)
‧ 不可以不跟小朋友打招呼
‧ 不可以在女主人未宣布開
動之前就開始吃東西
‧ 不可以在吃東西時發出咀
嚼的聲音，嘴巴裡有東西不可
以說話
‧ 不可以在晚上坐地鐵，地鐵
上會有吸毒的、賣毒的跟幫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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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特定的節日該吃什麼都很有講究，正月十五的元宵、

二月二的春餅、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餅。地區不同，講究不
同，節日可吃的簡直太多了。那麼美國呢，當然不可能千篇一律了
，讓我來看看美國節日都有什麼美味！
美國復活節吃什麼?

復活節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星期日。復活節的重頭是羊
肉、蜂蜜烤火腿、兔子(兔子可不是用來吃的)。據傳說，有一次上帝
為羊肉和火腿考驗亞伯拉罕的忠誠之心,命令他把獨生子以撒殺
掉作祭品，亞伯拉罕萬分痛苦,最後，他還是決定按上帝的旨意去
做。就在他舉刀砍向兒子的一瞬，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亞伯拉罕
便將一隻公羊為祭獻給了上帝。以後，用羊作祭品祭祀上帝就成
了該節的習俗。吃火腿的習慣，據說是英國移民帶入的。當初，英
國人用吃火腿表示對猶太人禁忌肉食品內含血的蔑視;今天，已發
展成復活節的傳統食物。而兔子是復活節的吉祥物，可不是拿來
吃的，要是說吃兔子也是指巧克力兔子，這種巧克力兔子是空心
的，吃的時候把它放在桌子上，砸碎，然後大家分而食之。
感恩節吃什麼?

感恩節是美國三大全國性節日之一，在每年11月22-28日之間
,自1941年起，感恩節是在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並從這一天
起將休假兩天。感恩節的食品極富傳統色彩。每逢感恩節，美國人
必有肥嫩的雞可吃。火雞是感恩節的傳統主菜。它原是棲息於北
美洲的野禽，後經人們大批飼養，成為美味家禽，每只可重達四五
十磅。現在仍有些地方設有獵場，專供人們在感恩節前射獵，有興
趣的人到獵場花些錢，就能親自打上幾隻野火雞回家。使節日更
富有情趣。
聖誕節吃什麼?

每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
火雞也是不可
缺少的傳統食
品。在美國，聖
誕晚餐中還有
一樣特別的食
品——烤熟的
玉米粥，上面
有一層奶油，
並放一些果料
，香甜可口，別
有滋味。有的
還習慣在聖誕
晚宴的餐桌上
擺一隻烤乳豬
，美國人們還
往往喜歡在豬
的嘴裡放一隻
蘋 果 ( 按 中 國
的想法，是不
是平安的意思
?)，據說這個習
慣源於一些大
家庭，因為只有大家庭才有可能吃得了一頭豬，後來一些講究排
場的人在聖誕請客時便紛紛效仿。

想體驗美國的習俗文化？那麼趁節假日赴美實在是絕佳的機會
，節日期間還有眾多活動等您參加。

當你還在國內的時候，不知道你
有沒有想像過和美國人坐在一個
桌子上吃飯要注意些什麼?其實，
美國人的餐桌禮儀還是比較多的
，因此，本文小編為大家帶來美國
留學必須知道的7大海外餐桌習
俗，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1.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吃

在所有人就座和拿到食物之前
開吃是很不禮貌的，需要等候所
有人有吃的了才可以開始吃，有
些家庭會吃前祈禱，但是和朋友
一起吃幾乎不會祈禱的，不管信
徒多還是少，宗教性質是讓美國
人敏感的一個元素。
2. 吃飯時將頭湊到碗上面

外國人吃飯都是將食物拿起放
進嘴裡面，而且坐的一般都比較
直，只有放食物的時候身體會稍

微前傾。而中國人習慣湊到碗邊
吃，所以外國人從你吃飯姿勢就
可以看出來你是fobs，是被認為沒
有文化和野蠻低下。
3. 晚餐時將手肘放在桌上

晚餐在美國屬於比較正式的一
頓飯，稍微正式一點的晚餐，將手
肘杵在桌上被視為不禮貌哦，其
實整個過程手肘都不應該放在桌
子上的，但這很明顯是很多國人
的習慣，想要融入和不被鄙視就
改改吧。
4. 吃飯時嘴裡發出聲響

美國人很敏感，如果你吃飯的
聲音特別大被讓他們覺得噁心反
胃，進而覺得你沒有禮貌和教養。
細嚼慢嚥，輕聲細語才是王道。
5. 吃飯嚼食物時嘴巴打開

這個是因為別人可以看見你嘴

裡面被碾碎的食物混合唾液……
，國人神經大條不在乎，但是美國
人會覺得很噁心的，為了你的友
途，儘量閉著嘴巴吧。
6. 一邊嚼食物一邊說話

嘴裡有食物的時候最好就不要
說話了，如果這個時候別人跟你
說話或者發問，可以選擇先咽下
食物再說話，如果特別想說什麼
的話用手遮住嘴巴也是可以的，
總之就是不要讓別人可以看見你
嘴裡的食物。
7. 用餐完畢後離席

美國餐桌在所有人吃完之前離
席是很不禮貌的，電影裡面經常
有美國小孩吃完飯就離開了其實
是為了說明那些小孩沒有禮貌哦
，千萬不要學他們，耐著性子等一
等其他人吧。

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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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绝大部分地热能源深深埋藏于地下，除了火
山喷发或者一些地方浅层热能能够为人们所直接
感知之外，其内部蕴含的丰富热能只有通过钻探
等方式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和利用。从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科学家不仅
摸清了本国地热资源的分布规律，绘制出翔实的

“地热地图”，而且在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取得
了突出成就，把地热能转化为电能，把地热能用于
采暖和制冷，并与农业等行业紧密结合，打造出丰
富多彩的“地热+”模式，并使其成为一张亮丽的
中国“绿色名片”。

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蜚声海外

在中国地热资源分布图上，我们能够看到西
藏自治区中的一大片被涂成“火红色”，那里正是
国际上著名的“地中海—喜马拉雅地热带”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地球内热活动在陆地表面的主要显
示带之一，这里的热储温度可以达到 150～200℃
以上，中国蜚声世界的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就
位于这条显示带上。

上世纪70年代，西藏自治区选定在拉萨西北
当雄县境内建设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该地海拔
4306 米，地热田地下深 200 米，地热蒸汽温度达
172℃。1977年10月，1号实验机组建成并启动试
运行。1978 年，羊八井地热电站达到设计要求。
之后，装机容量进一步扩大，至1991年，该电站共
完成8台3000千瓦机组建设，装机容量约2.4万千
瓦。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项目

“中低温地热发电项目”支持下，中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螺杆膨胀发电机组机”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0年两次应用于羊八井地热电站，使其性能和
效率进一步提升。

羊八井地热发电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热
发电站，开创了国际上利用中低温地热发电的先
例，在世界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史上占有重要位
置。自建成投产以来，羊八井地热发电站一直安
全、稳定发电，到2017年，该电站累计发电量已超
过30亿千瓦时，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

做出了卓越贡献。
近年来，中国地热发电领域陆续取得新进

展。2016年 11月 25日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地美特地热发电项目的第一口井开钻，不到 8
个月，第一台机组便成功发电并网。2017年，四川
康定小热水地热田钻成高温热井，成功安装了200
千瓦发电机组。《地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
提出，2020 年新增装机容量达到 50 万千瓦。届
时，地热能发电将有望为中国能源生产和使用的

“绿化”作出更大贡献。

雄安新区引领地热采暖制冷建设

对于 2017 年冬天遭遇的天然气供应不足导
致的“气荒”，很多人可能还记忆犹新。供暖摒弃
煤炭，改用天然气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空
气污染，但是“煤改气”清洁取暖工程稳妥推进的
前提是充足的天然气供应。有没有更绿色环保、
更经济便捷的采暖方式呢？很多人把目光投向地
热能。

地热能采暖（制冷）的原理并不复杂，简单来
说就是通过地源热泵和深埋于建筑物周围的管路
系统，冬季从土壤或水源中“提取”的热能，送到建
筑物中；夏季将建筑物中的热量“带走”，释放到水
体或土壤中去，以达到给建筑物室内制冷的目
的。就地热制冷而言，还有一种被称作“吸收式制
冷”的方式，即以地热蒸汽或地热水为热源提供的
热能为动力，驱动吸收式制冷设备制冷。

地热能供暖和制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
方面在于其分布范围广泛。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
的最新资源评价结果，全国 336 个地级以上城市
浅层地热能资源每年可开采量折合标准煤达 7亿
吨，用于建筑物供暖，可实现建筑物冬季供暖面积
323亿平方米，夏季制冷面积326亿平方米。全国
适宜开发浅层地热能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东部，
包括北京、天津等地。另一方面在于地热供暖和
制冷的核心技术难度不大，成本相对较低，既方便
又经济实用。

2017年4月，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横空出世，

其目标是建成“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
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以地热能为主，
多能互补的供暖方案率先被提出，并把“打造全球
地热利用样板”作为目标之一。据此，两个多月
后，支撑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地质调查工作
就正式展开。当年8月23日，第一阶段结果公布：
雄安新区地质条件优越，区内浅层地温能开发利
用条件适宜，可满足约 1 亿平方米建筑面积供暖
制冷需要。

作为雄安新区重要组成部分，原河北雄县在
地热能开发利用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
2006年，该县就被国土资源部等机构命名为“中国
温泉之乡”。2009年雄县与冰岛及中国石化签订
战略协议，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开发地热集中供
暖。数年间，雄县共开凿地热井近 80 眼，城区地
热供暖面积达 270 万平方米，占集中供暖总面积
的92%，年替代标准煤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99
万吨、二氧化硫 0.48 万吨、粉尘 1.19 万吨，为改善
城市空气质量作出了积极努力和贡献。雄县成为
了取暖“无烟城”，并形成了“政府主导、政企合作、
技术先进、环境友好、造福百姓”的地热能利用格
局。这些为雄安新区开发利用地热能取暖制冷积
累了难得的经验。

据统计，2015年底，中国浅层地热能供暖面积
近4亿平方米，水热型地热能供暖面积超过1亿平
方米。随着南方地区冬季采暖需求的增强和浅
层、水热型地热能供暖技术进一步成熟完善，浅层
地热能的应用范围将在全国范围拓展。根据《地
热能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时期，中
国新增地热（制冷）包括新增浅层地热能供暖（制
冷）面积 7 亿平方米，新增水热型地热供暖面积 4
亿平方米。

北京鲜花港是地热能园艺典范

在北京东北部的顺义区杨镇，有一个总体规
划 4 平方公里的“国际鲜花港”。作为北京市花
卉的生产、研发、展示和交易中心，花卉的休闲观
光和文化交流中心，这里曾是2009年第七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的主要工程，每年都会举办郁金香
节、月季节、菊花节、迎春年宵花展。当游客们徜
徉于花海，流连忘返的时候，可能会闪过一个念
头：这么多不同地域环境才能茁壮生长的花卉为
何都能在鲜花港内精彩绽放呢？答案其实并不
复杂，那就是国际鲜花港采用了“地热+花卉”的
模式。

据了解，为解决温室及建筑供暖问题，突出园
区绿色、科技、循环、集约的建设宗旨，国际鲜花港
在完成浅层地热能测试、水资源论证和地热物探
勘查的基础上，先后到国家北方苗木基地、用友软
件园、华清集团等地现场调研，历经 10 余次专家
座谈及论证会，最终确定了以地热梯级利用为主，
地源热泵、水源热泵为辅，结合燃气调峰的供暖形
式。该供暖方式虽然前期一次投资大，但与常规
供暖方式相比存在无污染、零排放、能源可再生、
系统运行费用低等特点，环保性和节能性明显。
正是通过大规模使用地热综合技术，精准调节温
度湿度等参数，实现了“世界花卉尽收港内”“花卉
博览会永不落幕”的现代农业奇迹。

北京国际鲜花港是地热能在园艺领域应用的
一个典范。“地热+农业”将给传统农业在诸多方
面带来深刻变革。一是可以拓展品种种植时空。
既能把外地品种实现本地化种植，又能帮助农作
物在反季节上市，减少了病虫害，降低了生产成
本，提高了价值和安全性。二是提高了质量和产
量。使作物在虚拟的更加适宜的自然环境下，产
量提高的同时，口感、营养等品质也更好。三是地
热能可以帮助进行稀有蔬菜花卉的育苗，辅助进
行一些高科技农产品技术实验。就养殖业来说，
地热资源的利用也可以提升产业附加值。比如，
热水养殖可以大大缩短多种水生物的孵化期和生
长周期。可以依托地热资源发展高产鱼类等养殖
产业。

改革开放40周年科技系列报道之能源篇

“地热+”：绿色中国新名片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提出以来，便
备受外界关注。如今其规划细则即
将出台，未来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
港高铁和莲塘新口岸陆续开通，各湾
区城市间交通运输连接将加强，大湾
区“1 小时生活圈”也将形成。

据港媒报道，面对粤港澳大湾区
内人员流动所带来的庞大商机，商家
早已跃跃欲试，纷纷推出以大湾区为
概念的优惠项目。

“9市+2区”释放活力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涵 盖 城 市 为“9
市+2 区”，9 市指广州、佛山、肇庆、深
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2

区指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大
湾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提高区内合
作，包括确定大湾区内各个城市的核
心竞争优势，并探索相互之间的互补
合作模式。

2017 年初，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其中提到深化
珠三角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
成与美国旧金山媲美的世界级湾区，
共建“一带一路”。去年底，中央经
济 工 作 会 议 将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列 入
2018 年 重 点 工 作 。 今 年 全 国 两 会
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提升到国家
发展战略层面。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内多个跨境

工程陆续投入使用，发达的交通网络
将会形成，香港和内地各大城市间的
联系将进一步强化，区内经济效率和
发展潜力也将显著提升。

据测算，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可
将香港到珠海的交通时间由目前水
路 1 小时以上、陆路 3 小时以上，缩
短至 30 分钟以内，从而形成粤港澳
三地“1 小时生活圈”，对珠江两岸经
济社会发展，对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
稳定也将带来积极作用。

企业瞄准巨大消费商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即将起飞，不
少企业也瞄准了其中巨大商机。当
前港人北上，不少以消费为主。在内
地移动支付发展蓬勃、无现金化环境
下，习惯使用现金支付的港人或许一
时难以适应，不少香港本地银行针对
该情况，为经常往来大湾区各城市的
消费者提供了一系列消费签账回赠
等优惠。

中银信用卡（国际）便推出两款
以大湾区为主题的双币信用卡，当
中，“大湾区一卡通”客户透过银联

闪 付 交 易 ，最 高 可 赚 取 4% 现 金 回
赠，每月最多回赠 100 元港币。在本
地指定提供银联闪付的店铺消费，
客户都可因此获得回赠，比当前其
他信用卡提供购物礼券回赠等更为
实在，而且永久免年费。若以年费
作比较，相比其他信用卡一般只免
除首数年年费，该卡种具有较大吸
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银行提供的
优惠不尽相同。工银亚洲所推出的
粤港澳湾区信用卡，每签账消费 1 港
元或人民币，就可获 0.5%现金回赠，
但不限定签账方法，相比前述中银双
币信用卡，变相免去支付途径限制，
任何港元或人民币签账消费都可获
现金回赠。如经常消费的店铺并不
提供银联闪付，工银亚洲提供的优惠
则可能较佳。反之，中银双币信用卡
的回赠就较多。另外，两张信用卡均
与内地不同商户合作提供优惠，从零
售至餐饮领域都有涉及。

数据通话服务提供便利

由于内地与香港支付网络未完

全打通，港人即使有信用卡在手，也
未必可直接进行内地交通网络移动
支 付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或 许 也 有 不
便。然而，中银及工银亚洲信用卡
都支持部分内地交通网络，如前者
可以在广州地铁刷卡过闸，也可为
内地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付费等。
后 者 更 内 置 深 圳 通 人 民 币 电 子 钱
包，具备在深圳地铁或指定公交刷
卡 入 闸 以 及 广 深 铁 路 快 捷 入 闸 功
能。所以，两种信用卡对于经常往
返大湾区各城市的消费者相对更为
便利。

在大湾区“1 小时生活圈”理想
蓝图下，当前人人一机在手，数据通
话服务必不可少，不少香港本地通
讯运营商都已提供一卡多号、内地
及港澳共享数据服务，但收费有所
不同。虽然其数据及通话收费，平
均仍较内地高出几倍，但可避免不
同地方切换时需要换卡的麻烦。

预计日后商家可能会提供更多
优惠吸引顾客，消费者不妨先按需
求选择所需，然后静待更多重磅优
惠出台时，再作进一步筛选。

粤港澳大湾区形塑粤港澳大湾区形塑““11小时生活圈小时生活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盼盼

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首批45辆拯救及养护设备近期正式交付使用，这批
设备包括洗扫车、随车吊、防撞车等。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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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鄧潤京】擁有一個安穩幸福的生活和充足
無憂的退休，是很多人的夢想。大家努力打拼、為退休儲
蓄都是為了自己和家人過上向往的生活。在對未來的規劃
中，保險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沒有保險，日子過的提心
吊膽。說到保險，大家都知道車險、房險、醫療保險、人
壽保險等。擁有了這些保險，是不是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呢

？今天我們聊一個非常重要，但是常被人忽略的保險：長期護理保險。這種保險乍看之下無足輕
重，但是卻能在短時間內耗盡所有的積蓄。

所謂長期護理，是指人的6項基本生活能力，包括Transferring(轉換姿勢), Continence（大小
便自控）, Bathing（洗澡）, Toileting（如廁）, Dressing（穿衣）, Eating （吃飯），這其中的2
項不能自理超過3個月。這就形成需要“長期護理”的條件。

衰老、中風、老年癡呆症、車禍、運動損傷等，都會導致不同程度的長期護理需要。目前德
州的長期護理費用平均為$7000每月，其逐年增長的速度超過通貨膨脹的速度。

先來看一個例子：李先生今年66歲，一次突如其來的中風打亂了他的生活。雖然經過及時搶
救，李先生脫離了危險，醫療保險也報銷了大部分的治療費用。但是長期的臥床恢覆卻難避免。
他的兩個女兒除了上班和照顧自己的小家庭，輪流來照顧，半年下來都累垮了。老伴年事也高，
也力不從心。康覆期預期4年，迫不得已李先生只有住進了療養院。$8萬多美金一年的長期護理

費用將李先生和老伴規劃的美好退休生活化為泡影。失去退休保障金的父母，也給子女未來的生
活增加了不少額外的壓力。

對於中青年人，因為意外發生長期護理也讓家庭遭受沈重打擊。劉女士今年43歲，成功經營
著一家店鋪還撫養2個孩子。在一次上班途中她遭遇車禍骨折，沒有長期護理保險的她，每月她
要自掏腰包將近$1萬美金給護理人員。店鋪裏的生意也需要花錢雇人暫時幫忙經營。 劉女士不得
已動用了為孩子們存下的教育基金。劉女士既心痛又後悔。痛的是孩子們未來的教育費用沒有著
落，悔的是因為自己工作太忙，疏忽了對保險的了解和充分準備。

這兩個例子展現了一個真實的現實：由於對醫療保險細節的不了解，很多人對長期護理這種
異常昂貴的項目不在醫療保險的覆蓋範圍並不知情，等知道需要自費的時候，為時已晚。

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資料，到2030年，美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將達到7100萬。美國衛生部
的研究，65歲以上的人士75%在有生之年需要不同程度的長期護理。65歲以下的人，有40%需
要長期護理。目前在德州，如果發生長期護理，一個月的費用達到$7000，並且逐年遞增。因此
，長期護理的費用成為個人、家庭的沈重的負擔。民眾需要了解的是，在購買醫療保險之外，另
外配備長期護理保險，減輕個人家庭的負擔。現在的長期護理保險，沒有用完的錢可以留給受益
人，所以也不會浪費。

關於長期護理和長期護理保險，我們將在下一期“財智金囊”專欄繼續介紹，為大家的退休
金保駕護航。詳情也可洽davidtang@scdaily.com。

<<鄧潤京鄧潤京““財智金囊財智金囊””專欄專欄>>
退休金的衛士退休金的衛士———長期護理保險—長期護理保險（（11））

職業與康復資源公司舉行盛大年度表彰大會職業與康復資源公司舉行盛大年度表彰大會

【鄧潤京/休斯頓報道】職業與康復資源公
司 (Career and Recovery Resource Inc. CRR)
是大休斯頓地區的一個非盈利、提供多種服務
組織。最早成立於1945年，當初只是一個猶太
人職業指導服務的機構。現在，該組織已經發
展成為幫助本地居民克服困難，找到成功途徑
的非盈利機構。

該組織幫助求職者獲得工作準備培訓、職
業指導、就業安置援助、工作保留咨詢和與就
業相關的支持性服務。其強化課程包括GED考
試準備課、計算機課、成人基礎教育課和美國
手語課。

對於一些特殊人群，該組織提供針對服務

。退伍軍人項目提供就業和住房援助、
病例管理、職業培訓服務，並幫助退伍
軍人獲得退伍軍人福利。這些服務由退
伍商業顧問委員會（Veteran Services
Business Advisory Council）支持。

對於聾啞人與重聽人士的服務
(DHHS)。主要是通過教育、培訓和就業
為這類人的成功指明了道路。這些項目
由聾啞人專業人員或專業人員管理，他們擅長
與聾啞人和重聽病人交流，也為聾啞人和重聽
病人服務。

替代物質和酒精濫用治療服務項目。該項
目幫助癮君子在沒有藥物和酒精的情況下，開

始走上復甦的道路，同時學習如何過富有成效
的生活。

6月25日，星期一，在休斯敦市中心的凱
悅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職業與康復資
源公司舉行第22屆年度表彰頒獎午宴。

午宴當中表彰了退伍軍人，戒毒成功人士

和學業成功人士。整個午宴有近500來賓參加
。哈里斯郡的郡長埃德艾美特和夫人格溫艾美
特（Judge Ed and Gwen Emmett）參加宴會
並發表講話。聯邦眾議員希拉傑森李和休斯敦
市長 西爾維斯特特納 （Sylvester Turner）不
能來參加，都發來視頻，對午宴表示祝賀。

與會嘉賓與會嘉賓。。

哈里斯郡的郡長埃德艾美特和夫人格溫艾美特哈里斯郡的郡長埃德艾美特和夫人格溫艾美特（（Judge Ed and Gwen EmmettJudge Ed and Gwen Emmett））在在在在
休斯敦市中心的凱悅酒店休斯敦市中心的凱悅酒店（（Hyatt Regency HotelHyatt Regency Hotel））職業與康復資源公司所舉行第職業與康復資源公司所舉行第2222屆屆
年度表彰頒獎午宴上發表演講年度表彰頒獎午宴上發表演講。。

鄧潤京 

財  智  錦  囊

David Tang
WeChat: Davidtang108
E-Mail: Davidtang@scdaily.com

【黃繹思】 回想剛開
始學時，心裡沒有把握，
認為自己的中文水平不高
，肯定不會考到好成績。
但是我又告訴自己：既然
選擇了這門課，我就要堅
持下去，絕不半途而廢！

我是個很要強的、不
愛多說話的安安靜靜的女
孩。徐老師說我是一個心
中有數的女孩，她很喜歡
我!
課堂上，我認真聽講，牢
記老師教我們的學習方法
，隨時記筆記、及時查詞

典，積累詞彙量；在家裡
，我專心寫作業，熟讀各
類輔助材料，擴大閱讀量
。我的一個個進步常常得
到老師的鼓勵和表揚，也
增強了我一定要學好的信
心！

一年的努力和堅持，
我的聽說讀寫能力有了很
大進步，在識題、解題、
做題的速度加快了!準確
率也提高了。徐老師一絲
不苟的教學精神，常常感
染著我!鞭策著我!她給了
我很大很大的幫助!我暗

暗下決心一定要考出好成
績，不辜負老師的一片苦
心，不辜負爸爸媽媽對我
的期望！真是“功夫不負
有心人” 考試那天，我胸
有成竹地走進了4級的考
場，不慌不忙地答題，仔
仔細細地審題。一道道題
在我的眼前顯得一點不陌
生，好像還很親切。

果然，成績揭曉我真
是喜出望外。聽力獲得了
100分、閱讀97 分、寫作
99分，總共297分接近滿
分的好成績。 （300分為

滿分）還榮獲了“中國漢
考國際 4-6 級”發來的
600美元獎學金的通知。
經歷讓我明白一個道理：
只要你肯努力和堅持，那
麼你就一定會成功！我要
謝謝我的徐老師! 謝謝我
的爸爸媽媽！還要謝謝我
自己！如今我正在向5級
攀登，雖然難度比較4級
大多了，但我會加倍努力
，勇往直前!實現再獲高
分的願望！思思加油！

作者：王玉潔 (女) 出生：2001年5月24日
居住地：美國休斯頓
就讀學校：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
指導老師：徐敏

我出生在加拿大，生長在美國。小時候的中
國夢只是盼望回中國享受好吃的，好玩的，還有寵愛我的外公外
婆，大姨，小姨和姑媽們。記得6歲那年，媽媽帶我去上海和大
連探親，那時候我和大家的交流還需要媽媽幫忙。回到加拿大後
媽媽就把我送進了中文學校，從此，開始了我學習中文的旅程。
一開始我很抗拒!因為中文好難學啊，尤其是寫字，我常常把字
寫反了，惹得媽媽哭笑不得。我不解地問媽媽：“為什麼我的朋
友不用到中文學校去?為什麼我要去？為什麼暑假裡還要去學中
文？每次我提出這樣的問題，媽媽就對我說：“因為我們是中國
人呀，學會了中文，你回國就不用媽媽幫忙啦!”在爸爸媽媽的
堅持下，我就這樣被他們一步步“逼近”了中文。對中國文化產
生了興趣，學習的勁頭也越來越高了！
隨著學習的深入，我對可愛中國有一種越來越親的感覺。凡是有
關檢驗中文能力的活動我都積極參加。這些年，我在大休斯頓地
區的中文演講比賽中榮獲過一、二等獎；在休斯頓華報徵文競賽
中，獲得二等獎並接受電視台採訪；在4級漢語水平考試中獲得

了接近滿分297分的超高分（300分為滿分）；我還參加
了華夏中文學校的國慶昇旗儀仗隊，在休斯頓中國國慶昇
旗典禮上，我和我的隊友們，闊步挺胸的矯健步伐，成為
典禮現場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美國學校，我常常幫助喜
歡中國文化的老師和同學寫卡片，翻譯資料；還受老師之
邀，當她與國內來的新同學之間溝通的助手。大家還封我
為中文小顧問呢!我為自己的能力能幫助到很多人而開心
而驕傲！
回想起過去的點點滴滴，那些深藏在我內心深處的絲絲縷
縷，我發現，其實學習中文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3歲那一年，爸爸媽媽決定讓我獨自回國探親。媽媽說
，這是檢驗你中文水平的好時機。我說:“可以啊！現在
不用你幫忙啦！”我第一次一個人踏上了去中國的旅途。
在親友的陪伴下，我們去了香港、廣東、成都和新疆。每
一個地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愛上了香港和廣東的粵菜；
迷上了成都熊貓基地可愛的大熊貓；觀賞了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
和音樂；領略了美麗的大草原和蘑菇一樣的氈房。中國好大、好
漂亮、好摩登! 處處是美景！處處有美食！我太喜歡中國了！
旅行中，我一口流利的漢語，讓所有的人都感慨不已!有一次，
我還自己坐了一次公交車，回家告訴外婆把她嚇得不輕。我自豪
地對外婆說：“您放心吧，我再也不是當年那個需要媽媽幫忙的

小女孩啦!我長大啦！”
“梅花香自苦寒來”這是媽媽對我的教誨，也是媽媽對我的希望
。中文陪伴我成長!是父母的教導給了我信心和勇氣、是老師的
培育給了我飛翔的翅膀、是美麗中國深深地吸引著我！強大中國
有無限的發展空間，我希望自己與中國的緣分越來越深，嚮往有
機會去中國發展，實現我的中國夢！

中文陪伴我成長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徐老師中文課堂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徐老師中文課堂

黃繹思黃繹思

我的努力和堅持

王玉潔王玉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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