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人 李蔚华/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长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长 朱幼桢/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长 秦鸿钧/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总编辑 盖 军/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AA11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Monday, November 19, 2018

12043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81120_4分之1版簡

很多朋友有興趣購買美國的
房產，作為投資持有並出租。應該
說在目前這是一種很好的思路。通
過出租房產，每年可以獲得固定的
投資回報。那麼在美國如何選擇合
適的投資房呢？

很多朋友有興趣購買美國的
房產，作為投資持有並出租。應該
說在目前這是一種很好的思路。通
過出租房產，每年可以獲得固定的
投資回報。將來房地產市場繁榮時
，再將其出售獲得投資增值收益。
或者退一步說，將來在合適的時候
用于自住，也是可行的。那麼在美
國如何選擇合適的投資房呢？

第一步：選擇地段
1. 經濟形勢：這個區域是不是經濟
上升區。經濟上升區意味著這個地
方的人口和經濟在未來幾年呈增
長態勢。比如：政府在這個地區有
沒有一個長期的新興產業計劃、人
口是在涌入還是涌出，涌入的人口
越多，對房間的影響越正面，經濟
發展越好，當地居民的收入就越高

，對租金的收益也有正面的影響。
2. 治安情况：如果治安好，租房子
的人就越多，房子更搶手，租金回
報率高。
3. 學區情况：好學區可以爭取到好
的租客，租客的好壞也會影響到房
子的空置率和租金回報率。
4. 配套設施：看周邊配套設施是否
齊全，租房子的人普遍年紀較輕，
對周邊設施，電影院、超市、交通設
施的要求會更高。
提示：

多比較，一定要先確定一兩個
社區，在這個範圍內看房子，這樣
才有比較，才能找到符合自己需求
的房子。

第二步：選擇適合投資的房
屋類型

如果是出租房屋就比較看重
租金回報率，Condo式公寓租金收
益率一般比House多，因為Condo
的總價會比較低但租金沒有差太
多，所以租金回報率就更好；而

House增值的部分比Condo要好，
如果是以後想要賣掉，那麼長期收
益House更好。

第三步：計算投資回報率
租金回報率並不單純是看租

金是多少，要整體考慮房屋費用及
出租衍生相關支出，一般包括：房
產稅、房屋保險、社區費、維修費、
空置期分攤、出租管理費等項目。

這些都要算好賬，把收益相加
減去上面這些花銷再除以當初購
置房子和裝修的費用，才能準確計
算投資回報率。

可以上網查詢，但是不一定準
確，比如：Zillow.com上面會有對房
子租金的預估值，但這個只能做個
參考。

更準確的是要看房子所在區
域2英里之內，同樣房型、同樣大小
、同樣新舊的房子最後出租時的租
金是多少。這部分資料可以請專業
地產經紀查看數據庫，做一個報表
計算租金回報率。

第四步：在所選區域內選擇
好的房源

現在市面上每天都有很多房
源上市，房型對投資房的影響比較
大。比如的房子占地很大，這樣對
升值有利，但是不一定有利于出租
的投資回報率，因為院子越大、剪
草的費用，泳池的維護的費用多就
會降低投資回報率，所以以出租來
說，不一定要一個很大的占地面積
，對房子的裝修內部的格局的重要
性要遠遠大于占地面積。

內部格局比如洗手間越多，房
間利用率越高，廚房洗手間的裝修
會影響到租客是否租房子。

注意事項：
多數人喜歡占地面積大的獨

立屋，但對投資來說占地面積大反
而收益效率低，房屋占地面積大的
投資成本大，而花園大又意味著維
護開支大，所以投資房沒必要占地
過大。
(取材美房吧)

在美國，投資什麽樣的房產最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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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科普一些投資房產給你科普一些投資房產IRSIRS稅務知識稅務知識！！
上上

在美國投資房產相對中國複雜很多。很大
一部分原因來自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美
國國家稅務局, 以下簡稱 IRS）的繁瑣稅務政策。
買房賣房如何合法規劃避稅，出租房如何合理
從稅務角度利益最大化，你準備好了嗎？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一般美國房產公司都
需要請職業會計師或律師來處理稅務問題。這
裏給你科普一些投資房產的稅務知識，如果你
能堅持看完，絕對能頂大半個CPA！

第1部分 購買房產
買房成交後你一定會收到一張“房地產交

易完成單”（Closing / Settlement Statement），俗
稱 HD-1，裏面記錄著詳細的結算時間，房產地
址，以及所有完成交易的費用列表。這是一張又
臭又長看著就頭疼的清單，可是你一定要保留
好它，因為它决定了你賣房時和計算增值稅時
的房子成本（Basis）。上面有買賣雙方交易金額
明細，但你只需要關注買方（Buyer）的明細即可
。你的成交費用（Closing Costs）包括傭金（Com-
mission），產權費用（Title Costs）等等都可以加

到你的購買價格上增加房子
成本。

另外得單獨說一說房產
稅/地稅（Property Tax）。房產
稅會與其他上面提到的費用
一樣混在 HD-1 表中，它永遠
需要被拎出來單獨對待。如果
你的房子這一年自住，那麼請
把房產稅放到你的個人稅表
1040 的 Schedule A 分項扣
減 額（Itemized Deductions）
中第6行。如果你的房子用于
出 租，那 麼 請 將 它 放 到
Schedule E 房屋出租收入
(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
）的第16行 Taxes 費用。

如果你是貸款買房，那在
就會在第二年年初收到貸款利息 (Mortage In-
terest）1098表。如果房子是自住呢，你可以開心
地把這個利息填入你的 Schedule A 分項扣減
額（Itemized Deductions）第 10行。如果房子用
于出租，那麼則需要放到到 Schedule E 房屋出
租收入 (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 的第12行
貸款利息支出（Mortage Interest）。通常來說，剛
買房的前幾年付的房貸利息的比例特別高，所
以可以扣稅的金額也非常可觀。貸款銀行收取
的點數（Points）也可以以類似利息方法處理，視
情况在買房當年全部抵扣或是按貸款的年限來
攤銷抵扣。

第二部分 房屋運營
房子到手後，業主就要考慮收入支出將如

何影響到你的繳稅額了。那麼你可以享受哪些
有房一族的優惠政策呢？首先，我們要明白自己
的房屋到底是自住還是出租。很多納稅人情况
複雜或者擁有多處房產，自己也搞不清楚每套
房應該算作哪一類。所以小編在這裏又要科普

一下房屋在稅務領域裏的
分類了:

個人主要住宅（Princi-
pal Residence）

顧名思義，只要是自己
住或是一年不超過15天出
租日（Rental Days），都可以
當成自住房。

第 二 套 房（Second
Home）

IRS 認為每個人可以合
理擁有兩套房，只要你是自
住，或是出租日少于15天，
並且自住（Personal Days）

超過 14 天，那麼你這 15 天
以內的租金收入 IRS 也懶
得管，這套房子也順理成章
地屬自住房。若不滿足上述
條件，你的租金則需要上報
到 Sch E，而相關貸款利息，
房產稅等等抵扣都需要分
成 Sch E 出租和 Sch A 自
住兩部分。當然啦，小編也
不知道 IRS 如何能追蹤你
的出租天數，這個，全靠自
覺吧。不管怎樣，保留所有
費用的“證據”一定不會錯！

假日出租房（Vacation
Rental）

你都已經有兩套房子，第三套或以上你總
不能分身住那麼多天了吧。于是 IRS 默認你可
能會租出去，或者偶爾去度假住住。只要租期超
過14天，並且你自住天數少于14天或是租期的
10%，那麼這就是套出租房了。和之前所講對出
租房的處理方式一致，所有租金收入和支出都
需報在 Sch E 上。

出租房（Rental Property）
這就是純粹的出租房了，不再需要出租日

14天測試，只要個人自住不超過14天則所有收
入支出全部 Sch E 報上。

投資房產或地產（Investment Property）
既不出租也不自住，純粹等著升值的投資

房。例如繼承的名人古宅，或是眼看要升值的地
皮等等。這類型房地產的支出屬投資（Invest-
ment Expense）而非運營，所有房產稅/地稅也
只能報到 Sch A 上抵扣。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投
資相關利息（Investment Interest）抵扣只有低于
投資收入的部分能放到 Sch A 抵扣，其他投資
支出填入 Sch A 雜項抵扣，受限于2%淨收入
（Adjusted Gross Income，簡稱AGI）的要求。

商業房產（Business Property）
顧名思義，就是用于商業生意用

途的房產，例如賓館供客人使用的大
樓等。商業房產通常都是以公司形式
來報稅，屬主動運營的生意，通常不受
到房地產“被動生意（Passive Activity
）”的規定限制。

分清楚自己房產類型之後，接下
來我們就來看看哪些費用是你可以利
用起來合理減稅的：

房貸利息和點數（Mortgage In-

terest & Points）
前面在第二集買房時提到貸款利息如何報

稅，那麼在以後每一年都可以如法炮製放入
Sch A 分項扣減額（適用于自住）或者Sch E（適
用于出租）來抵扣你的應繳稅收入（Taxable In-
come）。不論納稅人是新買房或是申請重新貸款
（Refinance），頭幾年還款中的高比例房貸利息
都可以為你省下不少稅金。

房貸保險費用（Mortgage Insurance）
這項優惠對美國低收入房主而言比較重要

，因為他們往往無力自付高額的首付，必須在房
屋淨值增至20%之前購買個人房貸保險，而這
部分費用可填入 Sch A 分項扣減額（適用于自
住）。因此，一旦你的調整淨收入（AGI）高達$109,
000 (夫妻納稅人）或$54,500（夫妻分開納稅或
單身納稅人）則因為收入過高而不能再享受這
個優待。

房產稅 / 地稅（Property Tax）
如在第二集買房篇提到，你支付的地方與

州的房產稅可放入 Sch A 分項扣減額（適用于
自住）或者 Sch E（適用于出租）來抵扣你聯邦稅
和州稅。唯一不同于第一年的是它不再藏于你
的 HD-1 中，你會收到單獨一張資產稅單（Prop-
erty Tax Statement）。

I/房地產專日/181030B簡 上 房地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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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損失（Casualty Loss）
這一點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例如洪水把房子沖毀了，房子虧

損50萬，保險補償了40萬，那剩下的10萬就是你的意外損失，可
以放入 Sch A 分項扣減額，經過限額計算後最終得到可以抵扣
的額度。

裝修改裝費用（Improvement）
例如房子買價50萬，業主自己花了20萬裝修改裝，那麼房

子是不是就升值了呢？而將來房子出售時業主的成本（Basis）也
就提高了大約20萬，計算增值稅時的增值部分就相應減少了。這
就是所謂的抵消增值獲利稅。

房屋節能環保裝修和改進（Residential Energy
Credit）

美國政府鼓勵納稅人節能環保，凡是有相關提升居家節能
效益的裝修和改進，包括安裝太陽能板、節能熱水器，隔熱門窗
等，可以獲得最高$1,000的稅務減免（Residential Energy Credits
）優惠。稅務減免（Credits）不同于各種稅務抵扣（Deductions），它
是在前期步驟計算出來的應納稅所得（Taxable Income）的基礎
之上，直接減免相應稅額的項目，所以你會在1040稅表稍稍靠後
的位置，也就是第48至54行找到它。而商業房產基于醫療需求
的改裝工程，例如安裝輪椅坡道、方便殘障人士使用的門窗，浴
缸等，都可獲得抵稅或減稅優惠。

家庭辦公室（Home office）
如果使用自家書房作為家庭辦公室，可以按辦公室所占

房屋面積比例將房貸利息，房產稅，水電費，保險，等一系列費
用的百分比，直接放入 Schedule C 作為生意支出 (Busi-
ness Expenses)，用于抵扣自雇（Self-Employment）收入。
如果你覺得追蹤這麼多費用太繁瑣，IRS 也為你提供了簡
單的替代方式，即可以抵扣$5/平方英尺（最高$1,500/年）
的家庭辦公室費用。

以上這些基本稅務優惠幾乎無門檻，適合所有類型的
房產！

而接下來這些抵扣，對運營中的出租房/商業房非常
重要！通常會見到 Sch E 或是公司稅表 Form4562（折舊計
算表）上會出現一筆可觀的折舊費用，無需現金支出卻可

以抵消收入，誰能不愛！

房屋普通折舊（Depreciation）
折舊方法和年限又因房產的性質而有所不同。若是商業房

產，即以公司名義投資的中大型房產，例如用于商業用途的寫字
樓，店鋪，工業建築等，商業房產的直線折舊年限是39年。若是民
用房產，給廣大群眾提供住宅解决了民生問題，IRS 當然是要照
顧的。民用房產可以比商業房產更快速的折舊，年限是27.5年。

固定資產的179折舊以及獎勵折舊（179 / Bonus De-
preciation）

奧巴馬以及國會可能做得最到位的一件事情就是决定永久
延長$500,000的179折舊額。在2015年聖誕節左右政府公布這個
可喜消息時，房產資產擁有者們和各界生意人們舉國歡騰。條例
規定，如果你今年添置了不超過$500,000固定資產（新的或是二
手），那麼你可以直接當做折舊費用來抵消收入，無需計入固定
資產。另外，條例還規定了獎勵折舊額2015-2017年保持 50%，
2018為40%，2019年為30%。

小額固定資產添置安全港（TPR De Minimis Safe
Harbor）

這是美國政府新出臺的固定資產規定（Tangible Property
Regulation，簡稱 TPR）中另一條對有房一族大好的政策。通常小

額固定資產添置，例如購置沙發$2,000美
元，是需要計入固定資產，然後按照五年
折舊。可是從2015年起（嚴格意義上說是
2016起）一切單件$2,500以下的購買全
部直接當做費用支出，不再分多年折舊，
也不計入上一條提到的179折舊或者獎
勵折舊的計算範圍。

你可能會問，那如果我不住在美國，
也不是綠卡持有者，可是我有錢想在美
國投資，稅務要怎麼辦？這就回到一開始
我們要解决的問題，稅務身份跟報稅有
什麼關係？如果你不是美國稅務公民，
IRS 對你的繳稅要求稍微嚴格。其實想想
也是合情合理，你若逃稅，遠在天邊他們
也抓不到你，所以稅必須從源頭收起。

以個人身份
持有的房產若有
租 金

收入，需要根據你對于這個出租生意的“參與管理程度 (Materi-
al Participation)”來决定你的需繳稅房租最終如何計算：

對于消極參與房屋管理的外國持有者，通俗點說就是你只
管把房子租給租客，並不花時間精力去管理，維修與服務等。那
麼你必須使用總額法來計算，即租金收入總額的30%。

對于積極參與房屋管理的外國持有者，IRS 認為你都那麼積
極參與了，應該跑不了，所以恭喜你基本享有和美國稅務公民一
樣的淨額法，即應稅收入＝租金收入 - 費用（貸款利息，房產稅，
維修費用，折舊，等等）。淨額按一般所得稅的稅率來計算你所需
繳納稅金。你會問，我人不在美國怎麼積極參與？小編偷偷告訴
你，如果你雇傭美國的專業房產管理公司（Property Manage-
ment Companies）幫你打理，記帳，你支出適當服務費，也有可能
符合“積極參與”的要求。

當然，外國納稅人也可以以公司身份持有房產，好處是公司
投資的房產出現意外時個人無需承擔法律責任。公司可以使用
淨額法來計算所得稅，房產投資的收入默認性質為“被動收入”，
淨被動收入（Net Passive Income）會根據情况繳納公司稅和所
得稅，淨被動損失（Net Passive Loss）不能與其他非被動收入
（Non-Passive Income）來抵消，只能推遲到下一年（Passive Ac-
tivity Loss Carryover）有淨被動收入時才能使用抵消。如果你以
公司身份持有房產之後又嫌太麻煩，IRS 還允許你選擇（Elect）以
個人身份來繳稅，計算方式見上述。(取材網路)

給你科普一些投資房產給你科普一些投資房產IRSIRS稅務知識稅務知識！！
下下

I/房地產專日/181030B簡 下 房地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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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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木地板，漂亮水晶
吊燈，櫥房花崗石臺面, 高級櫥櫃 。僅售 $499,000. 
2. 近Westheimer and Hillcroft , I-59, 交通方便. 3房3.5浴, 二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
銹鋼廚具,木地板. 僅售 $355,000.  租 $2,500/月,可立即入住.
3.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2.5浴，二車庫，新內外油漆及新外墻，浴室重
新裝修；2018洗碗機，2017 熱水爐。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203,000.   
4. 土地：Montgomery區，湖邊住宅土地，湖景優美, 有鐵門管制，高級社區. 僅
售$169,000
5.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6.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 可
立即搬入。
7. 大休士頓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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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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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對于美國人來說是一生中需要做出的最大的財務决策
之一，所以毫無疑問，其中的焦慮程度可想而知。據《財政時報》
報道，最近調查的近四分之三潛在購房者表示，他們預期，在購
買過程中會出現壓力，其中許多壓力來自財務方面。另一項調查
發現，42%購房者在這個過程中很緊張，32%稱心情複雜，21%表
示恐慌。

的確，購房是一件極其複雜的過程，還要與各類人等打交道
，要想控制整個局面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可能按照事先的計劃
進行。不過，住房購買過程中的一些麻煩其實都很典型，隨小樂
看看這篇文章或許可以幫助購房者提前做好準備，並在出現問
題時學會如何應對。

1. 信用評分低于預期
儘管獲得抵押貸款變得越來越容易，但仍然需要至少760的

信用評分來獲得最優惠的利率。
如何處理： 如果分數過低，有可能是信用報告出現錯誤，可以
到網站 Annual Credit Report 查查是否有錯誤或身份被盜。

2. 抵押貸款申請被拒
即使有良好的信用評分，如果放款人看不到良好的債務與

收入比率或銀行帳戶文件，他們可能會對貸款人說不。
如何處理： 提前準備必要的文件，並多選擇幾個貸款人。如果
仍然被拒，可能需要花費一些時間修復信用評分或尋找價格較
低的房屋。

3. 與家人發生矛盾
購買房屋所帶來的壓力讓家人關係緊張。根據最近 Lend-

ingHome 的調查顯示，十分之六的千禧一代和X世代（1966-1980
年出生的人）表示他們在購房過程中與另一半的意見不合。
如何處理： 在開始找房子之前就要對關鍵問題進行詳細討論，
並切記齊心協力。有半數夫婦表示，在買了新家之後，他們的關

係更密切了。

4. 找不到喜歡的房子
目前庫存非常緊張，住房銷售非常迅速，

特別是要買過渡房或準備立即搬入的購房者
，買不到房是個大問題。
如何處理： 盡可能快地去找房子，並事先做
好房貸預批，以便在看到喜歡的房子時能及
時提供。總之，不要操之過急，有時等待好過
後悔。

5. 在出價時失利
在庫存緊張的情况下，一個性價比不錯

的住宅往往會引來多個買家。
如何處理： 儘量不要被情緒引導，做出不理
智的消費。提前做好預算，並瞭解其中的浮動
空間，並堅守這個價錢。

6. 抵押貸款文書難以完成
即使已獲得預先批准，貸方在整個過程中還會要求提供更

多的文件和其他材料。
如何處理： 提前準備，以便快速提供所需文件。但無論準備得
多麼充分，都要為貸款人提出的另外要求做好情緒準備。

7. 估價低于報價
這種事正變得越來越普遍，特別是在昂貴的住房市場。

如何處理： 找當地的評估人員尋求幫助。如果估價依然很低，
那麼需要仔細考慮是否修改報價，因為房屋的價值不盡如人願。

8. 檢查過程中發現問題
每次房屋檢查都會發現一些問題，但如果出現維修成本很

高的，或以前未發現的問題，例如基礎或屋頂的問題，會令人不
安。
如何處理： 與賣家重新談判，考慮是否
願意降低價格，以便可以根據購房者的承
受範圍進行修繕，或者自己動手可以解决
的問題。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妥協，最好放弃
。

9. 產權不清
如果某房產有留置權，或賣方以外的

其他人提出擁有所有權，則購買無法完成。
如何處理： 直接與產權代理人溝通，瞭
解如何解决出現的問題。購買產權保險，以
涵蓋產權代理人錯過的問題。

10. 賣家要退出
有時人們會在感情上難以割捨居住了

很久的房子，或者想賣更高的價錢，這些都

可以讓賣家改變主意。
如何處理： 在大多數州，作為買方沒有太多的追索權。但是，賣
方通常需要支付購房者與交易相關的所有費用或其他費用。

11. 抵押貸款利率上漲
貸款期間利率上升意味著每月還款數量增加。

如何處理： 如果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利率，最好鎖定它以防止發
生變化。大多數貸款人向借款人提供30天的免費鎖定。

12. 銀行改主意
按揭批准是根據購房者在申請時提供的信息。在提交申請

之後和結束之前，購房者如果信用評分或工作情况發生變化，銀
行可毀約。
如何處理： 預先批准後不要開任何新的信用賬戶，並與貸款人
討論任何潛在的工作變更。

13. 最後驗房不順利
理論上說，最後對房屋進行驗收只是一個手段，以確保房屋

情况與當初報價時一致，而且在檢查過程中可以瞭解到此前提
出的問題是否都已解决。因為有的時候，會發現新的問題，或發
現談妥的修復不符合要求。
如何處理： 儘早安排最後的驗房，以確保有時間處理任何潛在
的問題。

14. 入住後發現新問題
除非賣家有意欺騙，否則屋裏的任何問題都需要購房者自

己負責。大多數州都有法律規定買方“按原樣”接受財產。
如何處理： 仔細閱讀檢查文件。考慮購買房屋保修險，它可以
保證在居住的第一年或兩年內進行一些維修的花費。還可以建
立一個緊急基金，以便撥出資金來支付需要解决的意外維護問
題。(取材網路)

在美國買房遇麻煩怎麼辦？
訣竅全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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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置業中需知知潛規則知潛規則

因為移民熱和利好優勢等吸引不少國人紛
紛移民投資美國。最近這幾年來，美國移民門檻
有些嚴格。下面就來給您介紹一下在美國買房
居住合適嗎。

在歐洲一些國家，只要在當地購房就可以
直接移民，比如希臘，只要在希臘境內購買價值
25萬歐元或以上的房產，一家三代人即可獲得

希臘的永久居留許可。但是這
是美國!政策不同，不能混為一
談。

最近在後臺有不少朋友問
：在美國買房真的可以長期居
住嗎?銀河君只能說結果讓您
失望了，就算你買了美國房產，
那也得有簽證啊，不然非法入
境美國還購房生活，想通過買
房轉換美國身份，那你真的想
多了。

只有簽證才能證明你身份
，才能讓你出入境美國。而且美
國政府規定必須持有簽證合法
在美國生活，簽證類型决定你
在美國生活的時間。加上現在
美國購房也不必須要求投資購

房者親自出國露面買房，你可以通過中國或美
國中介房地產網站選擇你心儀的房產。一套紐
約(投資)州法拉盛的公寓80多萬到100多萬美
元，投資自住還是出租都能帶來可觀的利潤。但
是，沒有簽證，就算能買房也不能居住啊。所以
沒有簽證的話，可以在美國買房但是不能住。

一般不同的簽證類型，停留時間也不同。就
比如說美國綠卡持有者，可以長期居住，也就是
永久居住在美國生活。還有工作簽證類型，一般
居住時限只有兩年。旅游簽證居住183天左右。
學生簽證，也就是F-1簽證，普遍居住時間為四
年到五年。是否能長期居住?還是看你的簽證類
型决定。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後能居住多久
如果在美國買房的中國人手裏持有美國綠

卡，那够他在美國買房以後就可以長期在
那裏居住，而且可以和美國當地居民一樣，
享受同等權利。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綠卡的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那就要看他持有什够
樣的簽證。如果買房者手中持有合法有效
的長期簽證，那够在簽證有效期之內，他都
可以在美國居住在自己的房子中。

如果去美國買房的投資者，手中只持
有有效期六個月的商務簽證或者探親簽證
，那够他就只能在自己購買的房子中居住
三個月或者六個月，一定要在簽證到期以
前離開美國。除了這些身份以外，中國留學
生在美國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他們只要手

裏持有合法有效的I-20就可以一直在美國自己
的房子中居住，與簽證是否到期無關。

可見中國人要想在美國買房後長住，享受
美國優越的社會福利，辦理一張綠卡就非常有
必要！
(資料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房居住養老合適嗎？

近年來，越來越多高淨值人士熱衷海外置
業，以尋求資產的保值增值。比如子女教育、財
富保值是人們赴美購房的主要驅動因素。但是
在美國買房够有它自己的一套“够規則”，儘管
沒有絕對要遵循的“規則”，但也有比較好的做
法和行之有效的規律。今天，就來給大家分享一
下購置美國房產中的幾大“够規則”。

1、美國買房並不代表能移民

外國人可以在美國買房，但够不能借此獲
得美國身份。不過，辦理綠卡的移民申請人可以
買房。因為在美國，房產管理與移民機制是相分
離的。也就是說，美國移民局不會因為你字美國
買房了就給你辦理移民相關手續。

而且雖然申辦EB-5移民同在美國購房置業
並不矛盾，但用于個人購房置業的款項不能算
作EB-5移民的花費。但是有那種在EB-5區域中
的房產，買了後確實可以拿到綠卡。

2、美國買房其實比租房
更划算

不管你是來美國旅游、考
察還是剛剛移民美國，只要稍
微關注美國房產市場，就會發
現，美國房價整體來講並不是
很貴，只是某些人口稠密的大
都市房價會很高。但是就租金
及水電費而言就不管在什够
區域算下來都要比買房顯得
貴些，所以大多數人都更願意
貸款買房。

而且，在美國買房可免繳
個人所得稅，美國聯邦、州以
及地方政府都有許多鼓勵買
房的法律和政策，對買房者提
供諸如免稅、低息貸款等多種

優惠。

3、現金在美國買房簽約45天內可退
想在美國買房的人，可上網查詢自己選中

房屋的所有情况，然後交相應的定金，在一定時
間內交房。如果是現金買房手續會更加簡單。

如果一切正常，一般45天后合同生效。買方
在這段時間內可請專門檢查房屋質量的公司對
房屋進行檢查，若發現有質量問題，可以單方面
中止合同。即使簽約付款買主一般也可以在45
天內隨時退房。(不過各州不同，具體需要諮詢當
地經紀人)

4、美國買房有居住權和產權意義不同
在美國買房分為買產權或是有居住權，有

產權的房屋可以供業主自由買賣和出租。而有
居住權的房屋只有十幾年的產權，租售只能通
過物業居委會，價格比有產權的房屋便宜很多。

5、美國房屋院子以外樹木不能砍
美國大多數房屋的內部結構都是木質結構

的，但能够達到8級抗震標準，用來防水隔熱的
磚塊只作為外裝修使用。

買主在買下土地後經政府審批可以把樹木
砍掉蓋房子，但只能砍伐或修整屬於自家範圍
內的樹木，院子以外的樹木屬於國家財產就不

能動。

6、新移民想貸款最好要先找工作
沒有工作就沒有信譽，也就不給貸款。但只

要你有工作、有穩定的收入、有工資檔案且無不
良記錄，就能輕而易舉地從銀行貸到款。

7、買新房想便宜要趁竣工前就下手
在美國，新房的房價比二手房要貴很多，所

以如果想在美國買房，又看中了一所新房子，可
以在它竣工之前先買下來，不然等到房子建好
價格就上漲了。

以上就是在美國房產投資過程中需要知曉
的幾大“够規則”，希望對大家今後的置業有所
幫助。
(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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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需要的是美式教育
還是教育心理學

臨近高考，大部分高中學子都在緊張地備考，
而也有人早早做好了出國念書的準備。在大洋
彼岸的高中甚至更低年級的中小學裡，其實也
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學生，他們的學習生活又是
怎樣的呢？

談起美國教育，率先蹦入我們腦海的概念或
許就是“素質教育”、“先進”、“比中國好”。因此，
懷著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殷切期望的中國家
長們，縱使千難萬難也想把最好的教育帶給孩
子，這使得留學低齡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從2005
年的632名到2014年的38089名，來美國讀初中
和高中的中國學生在10年間飛漲了60倍。矽谷
近36%的居民出生在美國以外，其中14%來自中
國，他們都是完成國內基礎教育後出國的。

美國那看似自由寬鬆的教育制度，真的是
孩子們輕鬆的“樂園”嗎？

中國孩子到美國學習，真的就能得到更好的
發展嗎？

什麼樣的孩子，能在這裡勝出呢？
歸根結底，我們到底應該怎樣愛孩子、教育孩

子？
……

越早出國越適應嗎？
除非你有好習慣

儘管媒體的報道集中在中美教育的差異之處
，但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卻能發現兩者有許多
相似之處。國內的優秀生和加州的優秀生都具
有求知欲強、興趣廣泛、自律性高、和同學相處
得好的特點。應試制度雖然有弊端，卻不能否認
很多學生在這個過程中養成了上進心和勤奮的
習慣。

一個來自湖南的留學生家庭中，剛在國內
讀完五年級的姐姐被分到七年級繼續學習，而
剛滿五歲的兒子直接上學前班。從表面看，適應
吃力的應該是姐姐。但事實卻恰好相反，姐姐憑
藉在國內養成的積極學習態度和良好學習習慣
，很快適應了在美國的學習。而弟弟由於沒有養
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加上注意力和自控力較差，
出現了學習和適應困難。

美國的課程也許不如國內深，但側重學生的
理解和應用，強調交流合作，想學好並不容易。
加上從九年級起就要準備SAT或ACT考試、大
學推薦信等，壓力並不比國內高中小。可見，如
果單純地去適應美式教育，年齡不是關鍵問題，
關鍵在於孩子是否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學習
態度和行為習慣。想要孩子在較小的年齡出國
的父母需要進行慎重的考慮，畢竟青春期是自
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衝突期，這麼關鍵的發
展階段，孩子更加需要在熟悉的環境與指導中
成長。

愛子有方——教育中的心理學
教育好=成績高？

對美國早期華裔移民的研究發現，150年間，
“華人成功夢”不曾改變。學齡期間，“成功”是
“孩子是好學生”；畢業後，“成功”是“孩子有好
工作”；工作後，“成功”是“孩子有美滿的婚姻”；
成家後，“成功”是“孩子生兒育女”。但實際上，
我們的教育往往停留在第一條。

父母對教育“成功”的定義無形中控制著孩子
對課業成績的心態、課外活動的取捨等。不論在
中國還是在美國，對下一代教育的重視和厚望
是華裔的標簽，“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古
訓根深蒂固。可“教育”僅僅是以學習成績來衡
量的嗎？著名的伊利諾伊州“學生代表”研究從
1981 年開始跟蹤調查 81 位高中畢業生代表 14
年，結果發現：高中畢業時成績最高的學生代表
，天資聰明、勤奮好學、循規蹈矩、上課如魚得水
但缺乏創意，沒能成為改變世界的領袖，原因就
在於“從未發現自己熱愛的領域並投入所有熱
忱”。

日積月累的“軟實
力”

應該保留的，對
成人後的表現最
有影響力的品質
是什麼呢？美國研
究成功因素的學

者發現，取得長遠成就的兩個必要因素是自製
力/意志力和動力/內驅力。她把這兩者結合為

“堅毅”：毅力和熱忱的組合，對目標的不懈追求
。

積極心理學創始人馬丁•薩裡格曼和同事總
結的最能預測生活滿意度和高成就的7個因素
中，除“堅毅”、“自控力”、“熱忱”外，還有社交智
能、感恩、樂觀、好奇心。

不難發現，關於“成功因素”的結論異曲同工，
都是優良的品格和社交能力等軟因素，而這些
品格正是習慣日積月累轉化而來的。正如愛因
斯坦所說“教育，是學校裡教過的知識都忘掉後
，自己還保留的東西。”
被訓走的愛和尊重

中國家長常常會黑著臉訓斥孩子，但這樣的
方法卻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這是為什麼呢？
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角度來看，成功人士能
達到“自我實現”的金字塔尖前，除了基本的生
理和安全的需要，一定要先滿足“愛”和“尊重”

的需要。其實孩子天生都是願意去取悅父母的，
但大約13歲之後他們則很少再和家長交流，其
實這就是因為孩子之前的很多努力沒有得到父
母的注意。自己喜歡的東西不被父母認可，和父
母交流時卻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孩子慢慢就學
會去找更有共鳴的夥伴。不“愛”孩子的父母極
少見，但學會表達對孩子的尊重和愛確實是很
多家庭要修的功課。
教育是“短跑”還是“馬拉松”？

現在很小的孩子就面臨著很大的學習壓力，
這種“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概念，家長到
底該如何看待呢？雖然有早教研究發現，幼兒期
的數學能力和學齡期的優秀成績是相關的，但
更多研究顯示預測教育成功的幼兒期因素包括
恒心、情緒調節能力以及注意力。比起認知能力
和家庭背景，幼兒社交和行為調節能力更能預
測對將來學業表現。所以教育不是百米衝刺，更
像是馬拉松比賽。闖過終點線的佼佼者，是那些
會學習、熱愛事業、有健康人際關係的人。

所以，到底中國的孩子需要什麼？到底中國的
家長該付出怎樣的努力？

或許，與其一味追求給孩子所謂高質量的教
育環境與條件，不如真正努力去聆聽孩子內心
的聲音，幫助孩子發現自己在學習和生活中的
熱情，給孩子愛與尊重、接納與包容，讓孩子獲
得真正屬於他們的幸福感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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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綜合排名第一的美國究竟有哪些優勢？
（來源: 搜狐教育）一直以來，美國都受廣大留學生的青睞，

即使最後沒有去美國留學，最後還是會到美國走上一遭。2015年
谷歌公布了留學國家搜索排行榜，美國位列榜首，再看看其他平
臺上的留學國家排名，多數情況下都是美國占第一。當然再好的
國家也有它的劣勢，讓我們帶著客觀的眼光來看看這個留學綜
合排名第一的美國。

就目前的經濟實力，教育實力，就業市場，全球影響力來說
美國當之無愧。把美國放在第一位，其實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當
然我從來不認為美國是一部分人眼裏的“最偉大的國家”。美國
目前有優勢也有存在的問題，讓我們來淺談一下。

美國優勢1：教育環境
這麼多年的全球大學排名不難發現，前幾名或者前百名，美

國的大學總是常客。不可否認得說目前美國的教育水平是全球
最高水平，但我的標題用了教育環境，因為我覺得排名不能說明
一切，就和我今天寫的一樣，任何的評論都會有主觀思想在其中

起重要，哪怕是每年做大學排名的這些大的機構也是如此。所以
排名需要參考，但是不能太過影響自己的判斷，同時你如果有喜
歡的專業，專業排名也是要看的。“環境”其實我覺得還包括的學
習的環境，教師資源，以及提升人際關系的機會。

美國優勢2：就業
其實我在下面的美國劣勢裏面還會提到就業，但是我們先

來說說它的優勢，美國擁有目前世界最多的500強企業，也有很
多興欣的企業，這些未來企業讓美國的前景非常樂觀。美國強勢
的行業也非常多，比如金融等，這裏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

如果你在美國畢業能最大限度的獲得就業機會，也會有機
會進入一些全球領先的企業工作。還有一些國際機構等等。獲得
不菲的年薪和積累經驗的機會，當然你想創業的話，也有一個相
當好的產業效應和環境給你。

美國優勢3：生活環境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實沒有真正

意義上的美國人。雖然目前“白人至上”觀
點的人依然存在，但是就普遍來說已經改
善很多了。在美國也有很多華人，說實話
只要你交際能力可以的話，基本上不會感
覺到冷清。

空氣質量，水質，食品安全這些在國
內需要擔心也不需要了擔心，另外，一個
言論自由的環境可以提高你的政治視野。
對你將來的工作會提供很大的幫助。當然
你家裏如果很富裕，那麼美國的消費環境
也絕對能夠滿足你的需求，豪車，豪宅基
本上不會讓你失望。美國的景點也非常多
，放假的時候旅遊也是一個不錯的考慮。

美國優勢4：長期居留、移民
在美國畢業以後長期

在美國工作你長期居留甚
至移民的可能性也大大增
加了，目前來說單純的商
業移民美國需要的資金投
入還是非常高的，而這種
方法你可以通過自己的努
力來實現，所以說留學對
自己來說也是一種投資。

美國劣勢 1：留學
費用

留學費用是一個非常
現實的問題，也是阻擋大
部分想去美國的同學最重
要的原因。確實美國的留
學費用在留學國家當中是
非常高的，基本上就是前
二名。一年全部的花費大
約在 25 萬-40 萬，而且這
還是不特別浪費的情況下
。美國的留學費用主要高
在“學費”這個是被大量留
學生吐槽最多的，而且每

年都還在漲，在留學國家當中長期屬於學費最高的國家之一。美
國的平均學費在4萬美金左右也就是24萬人民幣，當然看你的
學校和城市。生活費用和其他費用其實並不是特別高。

在這裏我的建議是：獎學金以及助學貸款是兩種解決的方
法，最好不要把打工算在預期收入當中，因為這個太不穩定了。

美國劣勢2：就業
在優勢裏面我就說過，美國的就業即使有時也是劣勢。美國

的失業率其實不低，很多的美國人都找不到工作，你作為一個
“外國人”想找到工作如果沒有一定的能力那是非常的困難的。
2015年美國的失業率在5%左右。而中國人社部統計的中國失業
率是4.1%(有水分)。所以大家需要有心理準備，你四年花費100
萬人民幣，可能畢業還找不到一個好的工作。我的建議是：無論
是名校還是一般的大學。在大學期間多積累人際關系、畢業以後
不要把眼光放的太高，只要你有能力總會發光發彩的。

美國劣勢3：治安
治安確實美國留學的劣勢，美國在國際治安排名上看，每年

的排名都是全球10名左右。其實根據我的觀察，第10名可能也
沒有，部分城市經常會有槍擊案的發生。當然會有人一次沒遇到
過，沒聽說過，但只要稍微關註下新聞就會聽說了。

我們在國外，安全是很重要的，如果安全都不能被保障的話
如何學習呢，其實美國這幾年的槍擊案頻發只是美國治安問題
的一個縮影而已。當然在這我並不想危言聳聽。所以總體來說美
國的治安問題是你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建議
1、食物

當下的時代，世界國際化程度已經很深了，你在美國基本上
想吃啥都有，但是大部分都比較貴。美國食物開始的時候會吃不
慣，慢慢習慣就好，當然自己鍛煉自己烹飪也是很好的選擇。

2、回國優勢
這是我想說的，這個其實可以適用於全部的留學國家，時代

改變了，現在不是80年代、90年代了，一張國外的“文憑”就可以
在國內換來一個很好的工作，簡單的分析一下。比如你美國畢業
了，那麼你回國以後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國際視野，英語流利等
等的優勢。但是在反過來看看國內的畢業生，現在大部分本科畢
業生也都是大學英語4、6級通過的，很多學生甚至會兩種外語。
你的語言優勢大嗎?至於國際視野和經驗就得看你的表達，所以
上文我建議你大學期間鍛煉人際關系。

國內好的企業也越來越多，如果在面試官面前你不能表達
你的視野優勢在哪裏，那麼你和國內畢業的學生還有多少區別
呢?而你要求的月薪又比國內畢業生高，這時候你的優勢在哪裏
。所以大學期間發掘自己的能力很關鍵。

3、大學排名
說到這裏或多或少會有爭議，這個其實和國內的觀念差異

比較的大，當然我承認現在很多國外的留學生也都保留著這樣
的觀念，覺得一個名氣大的大學重要，專業無所謂或者不是那麽
重要。其實我的建議還是專業排名比大學排名參考意義更大。當
然觀念上的差異我不評價了。只是我個人的建議。大學的排名其
實並不是那麼的重要，一個能夠發揮你能力的專業、一所在你這
個專業上能排在全球前列的大學才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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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女生美國大學女生
最愛學的最愛學的1010個專業個專業
【來源:搜狐教育】

出國留學選擇專業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專業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超過學校的綜合排名
。大家一定也都聽說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選擇
了商科這個說法，那麼美國高校的女生最熱門
的專業又是哪些呢?

根據美國教育部 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年美
國的畢業生中，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的占總畢業
生160萬的五分之一左右，約占32萬人次!這也
從側面書證明了商學學士學位是最受美國 高下
畢業生的追崇!不僅僅是因為商學專業的就業範
圍廣泛更是因為該領域的畢業生中期收入中位
數較之其他領域要高出不少!

其實就從男生和女生上來說就是有區別的
，更何況是專業了，一般男生偏愛理科，女生偏
愛文科吧。這都是從上學起共同的認知，更何況
是出國留學所選的專業了。下面看看福布斯雜
誌近日針對性別做了一項最受歡迎的專業的調
查!

2016美國高校最受女生熱門的專業：
10、人文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3萬1064名女性獲得人文科學專
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
數的66.2%。

就業推薦：人文科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
小學教師、寫作、編輯、管理和銷售等工作。

9、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
美國共有3萬7357名女性獲得英語語言和

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 67.9%。

就業推薦：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中小學教師、寫作、編輯和銷售等工作。

8、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4萬6217名女性獲得生物和生物

醫學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
學士學位總數的59.4%。

就業推薦：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畢業
生多從事研究、教學和醫學技術等工作。

7、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
美國共有5萬零664名女性獲得信息和信息

技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62.5%。

就業推薦：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銷售、公共關係和管理等工作。

6、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
美國共有5萬3841名女性獲得視覺和表演

藝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61.4%。

就業推薦：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中小學教師、設計、形象藝術、表演和娛樂
等工作。

5、心理學專業
美國共有7萬1385名女性獲得心理學專業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的77.1%。

就業推薦：心理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諮詢、
中小學教師和銷售等工作。

4、教育學專業
美國共有8萬零754名女性獲得教育學專業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的78.7%。在美國的中小學中，女性教師的比例
特別高，所以教育學是女性大學生最最著名的

“軟專業”。

就業推薦：教育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小
學教師工作。

3、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
美國大概有8.25萬女性獲得社會科學和歷

史學士學位!這個專業能夠上榜有令人震驚的。
因為無論是這專業本身還是該專業的就業並不
佔有優勢!

就業推薦：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專業畢業
生多從事中小學教師、銷售和研究等工作。

2、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9萬4192名女性獲得健康專業和

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
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85.4%。

就業推薦：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
業畢業生多從事護理、理療師等工作。

1、商學專業
美國共有16萬4276名女性獲得商學專業學

士學位，占當年獲得商學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
49%。

就業推薦：一般而言，商學院畢業生在管理
、銷售、諮詢和金融領域就業市場廣泛。

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
【來源:搜狐教育】

毫無疑問，美國留學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
最熱門選擇。現正值留學美國申請階段，不少同
學申請美國藝術碩士，但是美國藝術碩士的美
國留學費用也是不容小覷的。下面為大家介紹

一下美國藝術碩士的留學費用及美國藝術碩士
的相關信息。

美國藝術類碩士學費相對其他專業要稍高
一些，總體費用由學費、生活費兩大塊組成，學
費尹地區和院校有所區別，私立院校費用相對

就要高許多，而選擇公立院 校則要偏低。學費：
15-20萬，生活費：5-10萬元(美國優秀的藝術類
院校大多集中在較發達地區，所以生活費與學
費都相對較高。

在美國，美學學士通常縮寫為BFA，全稱是
Bachelor of Fine Arts，是
視覺或表演藝術專業教
育 的 本 科 學 位。MFA
(Master of Fine Arts)翻譯
成中文應該是創作碩士，
而非字面上的藝術碩士。
BFA和MFA範疇相當廣
泛，從雕刻、編制、繪畫、
設計、插畫、室內設計、平
面設計、動畫、攝影、電影
，到珠寶設計和多媒體設
計等。MFA 是美國創作
領域中最高的學位，沒有
博士學位。在美國設計界
工作，MFA 就是最高學
位，能夠拿到 MFA 是相
當高的榮譽，不僅能有助

於職業發展，同時也具有大學教書的資格。
在美國沒有類似法國國家高等美術學院和

中國中央美院那樣的中央領導學院存在。紐約，
洛杉磯和芝加哥等城市中都有一些不錯的藝術
學院，但是算不上中央領導 潮流的學府。在音樂
教育上，朱利葉音樂學院可以說是美國第一的，
原因是美國音樂人才集中在紐約，那裡可以聘
請樂團、歌劇院中的專家來兼授課程，以保證擁
有 世界最好的音樂家教員。

而在藝術和設計上美國則沒有一個城市有
這樣的權威地位，全國也沒有具有領導性和獨
一無二地位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謂傑出的藝術
院校僅僅是就某個專業而言。比較知名的院校
包括加州藝術學院、紐約大學、帕森斯設計學院
、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羅德島設計學院、視
覺藝術 學院、舊金山藝術大學、芝加哥美術學院
、克裡富蘭藝術學院和帕森斯設計學院等。以上
就是對美國留學藝術碩士的相關介紹，希望能
夠助大家一臂之力。美國藝術 碩士花費不菲，但
物有所值，它的就業前景令人十分看好，所以打
算留學美國藝術碩士的同學們不用擔心值不值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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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還是有人敢於去冒險，敢於挑戰常規
，去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去為了教育的理
想建學堂，還有人耶魯畢業去當村官… 這些都
是了不起的嘗試，雖然在美國人看來可能都是
身邊隨處可見的例子，但至少中國的90後們開
始了對常規的挑戰，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對於
父母的建議，很多當然都是寶貴的人生經驗，但
不要在自己獨立思考判斷之前就全盤照收，除
非你不想發展得更好，只想複製你父輩的人生
軌跡。父母永遠都是為你好，沒錯！但是父母永
遠都不知道什麼選擇對你最好！做為司機的你，
做為棋手的你，必須經過自己的思考，自己手握
方向盤、自己謀劃大的棋局，而不是和父母一起
握著方向盤、在爭吵聲中落棋…
三、大學，不僅僅只是學好專業那麼簡單

在美國的大學畢業要求裡，每個學生通常
都必須修滿定量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藝術
課程，這三個領域也是構成一個人知識系統的
基本分類，如果任何一個人，沒有在這些領域都
有過較好的教育，都很難稱為一個成功的領導
者。所以，不管你學的專業是什麼，都去關心政
治、歷史、經濟、法律、哲學、地理、天文、生物、數
學、美術、音樂這些學科吧，為什麼猶太商人是
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因為它們對待各種學科
的知識貪得無厭！據說猶太商人聚會的時候不
怎麼愛談生意，話題通常會非常的廣闊。一個人
的視野決定了他的高度，決定了他可以成為一
個多好的領導，其實你永遠都不知道哪一天某

一門知識就會在一個重要的時刻派上大的用場
！喬布斯不就是從他感興趣的大學書法課中獲
得蘋果獨創字體的靈感的嗎？

很多人都在花很大的氣力提高自己的
GPA，這樣固然是好的，但是大學還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啊。從一個懵懂的高中生，到進入職場，
我們需要在大學裡學到的東西還有好多-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藝術、領導能力（包括演講能力
、寫作能力和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你是
否敢於挑戰權威，永遠保持冷靜客觀？尤其是在
國內上學的學生們，更應該特別小心地呵護自
己地批判性思考能力遭到扼殺，否則將造成非
常大的遺憾）、寫作能力、社會責任意識、職業素
養… 其中的每一項都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很多
大學生在畢業的時候還嚴重欠缺的。

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地利用大學四年的時
間吧！給自己一個閱讀和鍛煉的計劃；去勇敢地
開口和陌生人交談，去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瞭解
他們的故事；去積極地參與幾個有意義的社團，
或者組建一個自己的社團；去旁聽各類入門的
課程，打開自己的知識面；去逼自己跳出舒適圈
，不要交那麼多的酒肉朋友，獨立地應對挑戰，
並且和優秀的、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吧；去打工
、實習、省下零花錢，去旅遊和探險吧！

前些天我參加了一個活動的面試，被問到
在美國的大學四年，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想了
一會兒，覺得是包容二字。我儘量避免過多和中
國學生“紮堆”，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理解華大裡

的國際學生們背後的文化，去感受基
督教、天主、摩門教徒們的信仰，利用
交流訪問、會議、採訪、背包旅行各種
機會，去到 20 多個國家，認識當地的
人，感受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 我認為避免“文明的衝突”需要包
容的公民和包容的國家，增加對整個
社會和世界格局的認識是一件非常美
妙的事情！順便說一句，去很多國家不
需要很有錢才可以做到的，很多人可
以一分錢不帶，靠coachsurfing和打零
工環遊世界。你可以有一百個理由不
去做，但如果要去做，那只需要一個理
由，就是你真的想！

去年在東京UNIQLO實習的時
候，親自面試每一位實習生的總裁柳
井正曾一度是日本首富，他年輕的時
候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也
正是因為這樣的專業背景，他具有非
常獨特的視角和眼界。他不喜歡看人
的簡歷，常常會問：你是哪裡人？父母
是做什麼的？你曾經在哪裡生活過？你
童年的時候做過什麼有意思的事情？
他試圖去從文化和價值觀的角度去理
解一個人，因而會比別人看到的更深
刻。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大家需
要多接觸人、多關心時事、多認識世
界-有容乃大，包容讓人成為更出色
的領導者。

四、做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對自己沒好處
現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流行說“感謝室友四

年的不殺之恩”了，其原因就是我們從小到大的
教育機制讓我們一直參與非常盲目狹隘而且沒
有意義的分數攀比，導致學生的心理和生理出
現了嚴重的扭曲。生理上的教訓就是現在學生
的體質的嚴重下滑和近視的大規模發生。心理
上，學生開始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不擇手段，
甚至殺害自己的同窗好友，還有更多的人為了
一些情感上的問題選擇自殺！什麼樣的問題值
得我們犧牲生命的代價呢！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說：我們的大學，包
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
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
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
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
的教育體制，正在培養大批這樣的“有毒的罌粟
花”。

已經進入到大學的各位，肯能深有體會，
身邊很多人是這樣的吧！他們真的很聰明，有手
腕，為了自己的保研、留學、獎學金、競選真的可
以不擇手段。我在美國的體會是怎樣的呢？我的
國際研究課上有不少同學，他們在朝鮮進行過
食品援助，他們積極地為無家可歸者籌集物資
善款，他們去非洲幫助難民解決用水問題… 這
些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真的讓我倍受感動，儘
管很多人是出於自己的信仰去實現他們的善舉

，但不管信仰如何，這樣的力量指引著人們做真
、善、美的事情，我們的社會就還有希望。我在雲
南看到幹海子村的小孩兒們一年只能洗一次澡
，幾乎完全過著原始人的生活的時候，深深地不
明白為什麼同一個國家的教育可以差得那麼遠
… 我們這邊有很多人為自己沒考上一本苦惱，
那邊的孩子上不上得了高中都是個大問題。

我總是在想，我去做公益，你們真的就覺
得我不懂為自己撈利益那麼傻嗎？人活著的意
義就是為了快樂，我們的任何一個舉動，歸根結
底都是為了讓自己快樂，要麼直接取悅自己（比
如遊戲、吃喝），要麼避免讓自己陷於不快（比如
賠償、減肥）… 但是你們想過人的終極幸福來自
於哪裡嗎？人的終極幸福感來自於感覺到被愛
和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如果不去親自參與公
益，不去親自幫助那麼一兩個人，我想這樣的給
予所帶來的幸福感，是沒有辦法體會的。正是因
為這種對於最偉大的幸福的追求，才會有屈原、
魯迅、南丁格爾、甘地這樣的人像燈塔一樣照亮
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這樣的幸福，可不是豪華
的汽車別墅和萬貫財富可以比擬的。

我一直很厭惡各種在網絡上炫富的行為，
一方面，這樣的人沒有思想，只有繼承的一些財
富和揮霍的暴發戶習氣，另一方面，我們的國家
這麼的積貧積弱，人均收入在非洲都只能算中
等啊！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生活，
沒有饑餓、戰爭，擁有住所、潔淨的飲用水、充足
的糧食，是多少人做夢都在渴望的生活啊！如果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某個角落，也許就在印度活
著非洲，每四秒鐘就有一個不到五歲的孩子因
為貧困而死，你還會忍性浪費糧食嗎？你還好意
思去炫耀自己的包包和汽車嗎？收入分配還這
麼的不公平，這樣的人有什麼資格炫耀自己的
很可能是不法所得的財富？施比受更有福，去關
心一些更大的事情，去幫助別人吧。

一個中國學生的感悟中美教育
如何看待成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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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學生的感悟中美教育
如何看待成功(上)

今天接到一個妹妹的電話，她剛查到了高
考成績，問我明天填志願該填什麼專業，她爸爸
說金融工程好，以後去銀行就業，收入穩定，要
不要報金融工程？

我要怎麼告訴她呢？我自己為了選擇我的
專業花了一兩年的時間思考，到現在還沒有給
我自己的職業生涯下一個定論，我怎麼樣告訴
她在一個晚上的時間裡快速地判斷學什麼專業
好呢？

中國的教育就是這樣，中學時代的孩子什
麼都不懂，不知道各個專業到底是什麼意思、社
會上各種職業到底意味著怎樣的工作狀態、他
們到底擅長什麼、對什麼感興趣、終生的追求是
什麼，統統不知道… 於是就在高考分數出來之
後的某一晚在飯桌上和家長合計了一下，就胡
亂報個金融、報個計算機、報個會計… 可是這麼
重要的事情，怎麼可以在飯桌上花一兩個小時
決定呢？

我決定整理一下電話裡的內容，這些是我
在美國四年對大學教育的很多思考，這一陣子
一個接一個的社團聽到我的講座邀請我去講夢
想-講經歷、講選擇-受之有愧，因為我畢竟沒有
那麼多超出同齡人的見解可講，但我又時分迫
切地希望更多處在迷茫中的學弟學妹們得到一
些正能量，面對壓力和挑戰更加堅定信心，去做
最好的選擇。

那麼，我乾脆寫成一篇文章吧。也許在填
報志願這些日子不經意間轉發到某位大學新生
的手裡了還可以給人一些啟迪。當然啦，我不是
教育學專家，一家之言，有些偏頗的觀點還望指
正。
一、成功的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首先問她：你想做一個成功的人嗎？她
迫不及待地說：想！我說：那我告訴你，所有成功
的人，無一例外，都在做他們感興趣的事情。如
果你不喜歡金融，但是覺得金融好就業就填報
金融，那大學四年會非常的難過，工作之後會覺
得壓力特別的大，生活質量也不高…

但如果你認為你真心的熱愛畫畫、你可以
不知疲倦地研究地圖、談到各種美食的烹飪方
法就會眉飛色舞，那很有可能你就應該去學美
術、地理或者烹飪，並且很可能會取得了不起的
成就。哈佛大學的校長Faust曾在畢業典禮上說：
你可以選擇你的退路，但人生很長，先去做你最
熱愛的事情，不要一開始就選擇退路。

對！人生還很長，即使你現在已經中年了，
只要目標堅定，都是可以重頭開始的！美國人一
般會轉行很多次，這也是他們反復探索自己興
趣的一個過程，但是一般對於東亞人來說，重頭
開始總被認為是特別困難而且丟人的。大家知
道折紙原理嗎？

50年可以奮鬥的人生如果是50張紙疊在
一起，就只有幾釐米厚，但是目標堅定的人，50
年都圍繞著一個目標在生活，那麼50年之後的
成就就像一張無限大的紙折疊了50次一樣厚！
一張紙折疊50次之後一定會很厚吧？但你絕對
無法想像，它的厚度竟然可以從地球伸到太陽！

那我們現在來想像，為什麼有人一輩子對
人類的貢獻微不足道，有的人卻可以改寫人類
的歷史呢？這就是夢想的力量！

當然了，這個不適用於沒有成功野心的人
，很多人就是喜歡安逸的小日子，那隨波逐流地
選專業、進體制，也未嘗不可。但是我想說，社會
永遠都只有絕對的上游和絕對的下游，和一個
正在縮小的的中游，中國的經濟脈搏一刻不停，
而社會階層在固化，不進則退的河流裡，是容不
下一條小船舒適地遊弋的。

說到選專業這個事情，我認為就先不要考
慮好不好找工作了，反正不好找！今年大學生只
有30%不到能找到工作，再說，找工作跟專業不
相關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肯定會有人說，那
找不到好工作怎麼辦呢？掙不夠錢買不起房丈
母娘看不上娶不到老婆怎麼辦呢… 其實這些不
是本文想要討論的範圍，但如果允許我發表一
些自己的觀點的話，我覺得找不到工作的意思
是說找不到好工作，但是即使是工地裡的工作
都可以至少讓自己有飯吃啊，如果夢想夠堅定，
就能體會到一邊流浪一邊作畫的樂趣，就不會
把當下吃的苦看得那麼重了… 我相信好姑娘會
欣賞有夢想有志氣的男生的，喜歡這篇文章的
人很多都是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我相信你們不
會連自己都養不活的。

我高中是理科，我一直有種從政報國的念
頭，於是看著很多領導人的簡歷，感覺應該去學
理科，於是大學也繼續學習電子工程（真是一個
很奇怪的邏輯，好在現在的領導人都開始變成
文科出身了）。我修了很多的數理化，結果發現
那些課學起來過於簡單（可能是國內高中基礎
打得好），慢慢地越來越迷茫-我花了這麼多的
時間，付這麼多的學費，到底要來美國學什麼？
我不想就這麼稀裡糊塗地念完大學的四年，最
後像大多數華盛頓大學工程系的學生一樣去微
軟、英特爾找個舒適的工作-我接觸過這些公司
裡的一部分工科男，社交圈子非常的窄，每天和
程序打交道，以至於英文都說不流利了（當然啦
，真心喜歡這個行業的肯定也不少的）… 我跟學
校提出要休學，於是我去了中國的西部各省，開
始窮遊歐洲，後來決定要學社會科學-經濟學和
國際研究學。

可是在國內可等不得！讀了一年多發現不
喜歡了再轉肯定是很困難的！我們還是先問問
自己，本科學習到底意義是什麼？英文裡，之所

以 有 un-
dergraduate
和 graduate
的區別，是
因 為 西 方
人 覺 得 研
究 生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大功告成，
本 科 只 是
打 個 基 礎
而已。美國
上 層 家 庭
的 子 女 愛
去 文 理 學
院，就是因
為 那 裡 的
基 礎 打 得
好，什麼基
礎呢？人文
基礎！

美國富人總覺得金融、計算機、工程、醫學
這種技術性很強的學科是中低階層的孩子還有
很多亞洲人愛學的，他們的孩子以後要做高管，
要去政府，就必須學英文文學、歷史、哲學、經濟
、政治、法律這一類的富人才敢學的專業，因為
本科畢業不用急著養家糊口，還可以體驗幾年
社會，再繼續深造，接著進入商界和政壇。（這裡
是我與很多美國人交流之後的一個不具權威性
的總結，並不代表對任何專業的否定，還是那句
話，不管是數學、醫學、工程… 都是有價值的專
業，你必須去學你熱愛的東西）中國的富人們也
開始慢慢轉變思維了，開始避免讓孩子選擇會
計、工程等類似技校也可以學到的專業，而讓孩
子接受更好的人文教育。
二、千萬不要繼承父母不成功的思維模式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是一個銀行的人力
資源經理寫的面試大學實習生的感悟，說進銀
行的三類大學生特徵明顯：機關子弟、商人子弟
、知識分子子弟和農民子弟。父母是公務員或者
國企職工的，一般會搞關係，做事兒的時候愛耍
小聰明；生意人的孩子顯得自信而且做事認真；
父母是知識分子的總顯得有點傲氣，不合群；農
民的孩子不太愛說話，情商不高，但是做事勤快
。

接著作者說，最受歡迎的商人子弟一般都
能留下，機關子弟有關係，也可以，知識分子子
弟和農民子弟一般都很難留在銀行…

每個人的父母都會不知不覺地把他們認
為最正確的一套是非觀和為人處事的辦法教給
孩子-如果他們認為不正確他們也不會那麼幹-

結果就是孩子們完完整整地接受了父母的思維
方式，造成了很多人一輩子辛勤工作卻仍然無
法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我認識的大多數同齡人，都處在父母粗暴的
人生規劃之下，從小學這學那是父母決定的，選
什麼專業上什麼大學是父母決定的，大學畢業
馬上讀研究生或者考公務員是父母決定的，跟
哪個女生在一起也是父母決定的… 那人生到底
還有多少是自己的？大多數的美國學生都不會
在本科畢業之後立即讀研究生（少數數學、物理
等理論科學除外），而是進入社會體驗個幾年或
者十幾年，甚至有人在沒進入本科或者剛讀了
一兩年之後中斷好多年去做任何自己感興趣的
事情，他們總是認為帶著經驗閱歷進入研究生
院才能學到更多，在職業生涯裡遇到一個學位
造成的瓶頸了再去取得那個學位更有目的性。
這樣一來，他們可以嘗試很多領域，真正知道自
習喜歡什麼之後，再帶著自己工作中的實戰經
驗去聽課，真是把讀研究生的時間和錢花在了
刀刃上，再看看我們中國一窩蜂地讀研大軍，非
常的盲目，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學
到這樣的學位如果以後再找一份跟專業不對口
的工作，將會是怎樣一番感受呢？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可以去做做職業性格
測試，或者多接觸各個領域的成功人士（比如參
加各種論壇和聚會），聽聽他們的成長軌跡，也
可以禪修、去休學、去打工、去旅遊，讓自己的內
心走出喧囂的環境，自習地聽清楚內心的呼聲
到底是什麼。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再去讀書，
再去花時間培養自己那一方面所需要的所有素
養，而不是相反。



AA1010休城廣告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星期一 2018年11月19日 Monday, November 19, 2018



AA1111人民日報版
星期一 2018年11月19日 Monday, November 19, 2018

焦点话题

宁波在中国海岸线的中段，与北
海岸线平缓的沙滩不同，这里海岸山
脉直伸海底，海浪如直立行走的水，
急流勇进。因水流不同，北船为平
底，南船为尖底。南船往返于宁波、
福建、广州；北船往返于天津、上
海、宁波。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宁
波成为南北船货物转换的重要港口，
也是“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始发港。“宁波帮”就是从这
里出发，走向世界，创造了辉煌的业
绩。

深秋时节，我们走进宁波帮博物
馆，九尊人物雕像赫然在目，他们
是：贝时璋、王宽诚、邵逸夫、谈家
桢、卢绪章、董浩云、包玉刚、曹光
彪、李达三，这是现代“宁波帮”的
杰出代表。馆长王辉告诉本报记者：
“‘宁波帮’对中国近现代转型起到
了特殊的促进作用，是中国民族工商
业的开创者。”

崇商致富 诚信开拓

“大海洋洋，忘记爹娘。”这首童谣
唱出了当年“宁波帮”背井离乡走南闯
北创业的辛酸。

在修缮一新的包玉刚故居门前，
宁波镇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如新深
情地说：“船王包玉刚家人要运四只船
锚放在老宅，我们期盼包家回家。”

与包玉刚一样，“宁波帮”大半辈
子在外拼搏，诚信开拓。同是世界船
王的董浩云开创了中国、亚洲和世界
航运史上的多项“第一”，经过 50 多
年的打拼，董浩云以坐拥 150 多艘船
舶，总吨位超过 1100万吨的成就，成
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独立船东。

宁波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
“宁波在中国开埠较早，以商为本，崇尚
经营致富。由于这里南北方交汇，海内
外文化交融，宁波人心灵手巧，善于学
习，勇抓机遇，在近200年间，开创了中
国的商业文明。”

宁波人张敏钰，9 岁时，从同学
家赊了一个西瓜，将其放在井水中浸
透后，切片出售，掘得人生第一桶
金。1949 年，作为上海“纺织大王”
的他前往台湾创业时，所有设备葬身
大海。他再次艰苦创业，筹建悦新染
织公司、嘉和面粉厂等。后又投资创
设嘉新水泥公司，成为台湾水泥业中
的骨干企业。

宁波商人不仅有百折不挠的创业
韧性，还有诚信开拓的经营信念。他
们凭良心挣钱，靠算细账服人，“宁可
破产不能断路”是“宁波帮”一以贯
之的血脉。一位“宁波帮”后人回忆
说：自小父亲让他做好两件事，爱国
和做人。

正是这种勇于拼搏、正派经营、凭
智慧挣钱的“宁波帮”精神，“宁波帮”
不仅赢得了宁波人对崇商致富的尊
敬，也创造了中国工商业的诸多第一：
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社、最早的味精
厂、最早的灯泡厂、最早的精纺呢绒
厂、最早的民营仪表厂。“宁波帮”不仅
仅创造了巨大财富，还留下一个个闪
光的品牌：同仁堂、老凤祥、亨得利、商
务印书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
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大批宁波
籍工商人士转向海外发展，成为活跃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今，宁波人的足迹遍布全球五

大洲，宁波同乡会也分布于世界各
地。海外各地同乡会会旗都有一个

“甬”字，“宁波帮”血浓于水的情感
溢于其中。

惜财行善 回报桑梓

“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
头。”宁波帮博物馆序厅，迎面一幅立
体画面：涓涓细流顺着层层叠叠的瓦
片而下，寓意着海内外“宁波帮”三
江同源，血脉同根，同在一个屋檐
下，同是一家人。

自古以来无数的宁波商人漂洋过
海，到异邦他乡去做生意，足迹遍及
日韩、南洋、欧美各地。但是，不管
走得多么遥远，不管有了多高身价，
他们永远眷恋着故乡，挚爱着祖国。

1984 年，当邓小平提出“把全世
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
波”之后，宁波踏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宁波市侨办副主任赵骏回忆说：
“1985 年包玉刚回到家乡，捐资创建
宁波大学。包先生提出了条件，采取
分期付款的办法，一个季度结算一
次。这恰恰体现出精明务实的‘宁波
帮’处事原则。包先生说，你干得
快，我付款也快，希望宁波大学一年
建成。”1986 年秋，宁波大学建设完
工，11月26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当用者千万不吝啬，不当用者分
文不浪费”，这是以王宽诚为代表的

“宁波帮”人士朴素的金钱观。1985
年王宽诚出资 1 亿美元，在香港成立
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为出国深造的
中国留学生提供资助。同样，宁波成
功企业家何兆丰、曹光彪、邵炎忠、
李达三、赵安中也积极响应祖国的号
召，为宁波的对外开放与开发建设作
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邵逸夫先生捐
资办教育不仅仅限于宁波，还每年都
通过国家教育部向全国教育事业捐
资，至2000年已达31亿元人民币。

如今，“宁波帮”对教育、医疗等
公益事业的支持，不仅无偿捐赠，还
有条件有目标地投入，更加注重对人
才的培养。

为表彰海外“宁波帮”中的王宽
诚、邵逸夫、曹光彪、李达三等人多
年来致力于祖国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
的发展，纪念并褒扬他们热爱祖国、
关爱人类的明德卓行，由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提名，经国际小
行星委员会批准，在浩瀚的宇宙、璀
璨的星空中，出现了以他们的名字命
名的小行星。当然，宁波人民也不会
忘记自称“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
事情也是我的事，我愿帮助宁波跑
腿”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他们为故
乡、为祖国，默默地倾其所能，出钱
出力，“宁波帮”经商未敢忘爱国。

勇立潮头 志存高远

江山代有人才出，当老一辈“宁
波帮”逐渐淡出经营第一线时，新一
代“宁波帮”接力而上，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正在崛起于世界经济舞
台。丁磊、沈国军、郑永刚、李如成
等新一代“宁波帮”代表人士，在全
世界创造了一个个的财富故事。

新一代“宁波帮”，搏击商海勇
立 潮 头 ， 敢 为 天 下 先 ， 敢 吃 天 下
苦，敢闯天下路，敢争天下强，承

袭祖辈创业基因，书写着新的辉煌
传奇。他们和帮宁波人士的使命和
担当，就是扎根宁波、深耕宁波，在
这片开放开发的高地、创业创新的热
土、宜居宜业的乐园上抓住投资机
遇、扛起责任使命，撸起袖子加油
干，甩开膀子加快干，推进“二次创
业”、实现“二次腾飞”，做建设家乡
的“生力军”。

如今，新一代“宁波帮”正在催
化出一个个在海内外有影响的新品
牌，涌现出一批行业翘楚——“衬衫
大王”雅戈尔、“西服大王”杉杉、

“国服经典大师”罗蒙、“中国笔王”
贝发……150 多个行业领袖纷纷从宁
波涌出。更值得称道的是，新一代

“宁波帮”并未止步于“大王”“专
家”，他们更善于抓住时机创新转型，
不断向科技、品牌及新市场等更深广
的领域进军。

他们不仅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著
称于世，亦以其丰厚的人文精神引领
着时代潮流。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
行业，宁波籍人士承前启后，各领风
骚。特别是文化名人、专家学者不断
迭出。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宁波籍两
院院士的总数达 116 位，总数居中国
各城市之首，已成为宁波的一张文化
名片。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凭借着世界
级大港的资源优势和“宁波帮”精英
辈出的人文优势，不断讲述着精彩的
宁波故事。为继承和弘扬“宁波帮”
精神，团结海内外一切“宁波帮”人
士和帮宁波人士的力量，世界“宁波
帮·帮宁波”发展大会将在甬隆重举
行，海内外千余位“宁波帮”游子再
聚宁波。在无数次量的积累与质的飞
跃中，宁波这座城市正迈入一个崭新
的发展时期。

上图：宁波老外滩
下图：包玉刚在宁波大学开学典

礼上
本文图片由宁波市委宣传部提供

习近平在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时强调，统一思想、
凝聚共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坚定全国各
族人民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
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这一强调是精辟的宣
示、明确的导向。

凝聚共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要客观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
来说，只有思想上真正理解了，才能澄清疑
惑，为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奠定思想基础。对于
外国人来说，只有思想上真正理解了，才能避
免误解中国，为不同社会制度友好合作共赢达
成共识。国内外那种所谓“国家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等论调均是错误的。

团结奋斗。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孙中山
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提出过中华民族复兴的梦
想，也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才真正地推进了国家统一、改变

“一穷二白”面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
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持续繁荣。中国梦，不是少
数垄断寡头和超级富豪之梦，而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是广大人民之梦，
是每个中国人为之团结奋斗之梦。

践行决心。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尽
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但真正成功的还是“社会主义救中
国”。与二战后选择其他发展道路的许多发展
中国家相比，我国近 70 年的社会主义经济社

会建设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
大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举世公认。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只要
我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坚定跟党走。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
拼搏，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
诗，中华大地发生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变革。正如
展览所展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部署，展现

党中央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政治魄力和坚定
决心。这都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
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的理论是正确
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光明前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

精辟宣示 明确导向
■ 程恩富

““宁波帮宁波帮”” 帮宁波帮宁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晓明田晓明 刘发为刘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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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政府醫療處方福利保險美國聯邦政府醫療處方福利保險 Medicare Part DMedicare Part D
登記從登記從1010月月1515日開始至日開始至1212月月77日截止日截止

明年2019美國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俗稱: 紅藍卡) 有5大變革，我們耆老必須特別注意如
下:
1. Part B 保費調漲，一般標準保費由每月134美元，調高1.50美元，每月保費提升至135.50美
元。對於高收入族群來說，Part B 每月的保費也會相對提高。
2. 自付額也增加，聯邦醫療保險Part A 住院病人自付額，由1340美元增加24美元，調升至
1364美元。Part B 年度自付額(deductible)，由183美元增加2美元，調升至185美元。
3. 優惠計劃(Medicare Advantage)即Medicare Part C 調整投保期限，參加此計劃的耆老可以選
擇更換、退出、或選擇參加原本的聯邦醫療保險，開放投保期限改為1月1日至3月31日，與開
放投保普通聯邦醫療保險的期限不同。
4. 優惠計劃擴大納保範圍，2019年起將提供生活支援服務，包括居家送餐、前往看病的接送服
務，以及坡道、扶手等居家安全設備裝置和日常生活有關的居家看護費用。
5. 遠距醫學計劃(telemedicine)，2019年起，患有末期腎臟疾病或接受中風治療的患者，將可透
過視訊與醫師溝通。
※目前已近11月中、下旬，大部分的耆老應已收到新的美國聯邦醫療卡片(新卡不再使用您的社會
福利號碼，以保障您的個別隱私)，假如您仍未收到衛生及公共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用白色信封寄給您的新卡片，先查一下家中有沒有未打開的舊郵件，如確定沒有
收到，您應馬上撥打1-800-633-4227，請求協助查詢是否寄出新卡！很有可能是您的住址有變
更或錯誤?因現正值最繁忙的兩三個月，可能打電話會等很久，則可留言請他們回電。如不諳英語
或溝通有困難，可請家人幫忙或要求和聯邦醫療保險翻譯員交談。如必須更正住址，則必須打
1-800-772-1213社會福利局的電話，要求更新住址。
※ 接到新的美國聯邦醫療卡片後，可把舊的卡片銷毀，並開始使用新的卡片，去看醫生或其他
健保有關的單位，可能要您出示新的卡片。記住！只提供您新卡片號碼給您的醫生、藥師或您的
聯邦醫療投保公司經紀人！
※ 10月15日至12月7日是開放給普通聯邦醫療保險的耆老，即使用傳統的Medicare Part A (住
院) 和Part B (一般看病門診)及 Part D (處方福利保險)登記或變換，或是原來已參加優惠計劃
(Medicare Advantage)想退出而回至普通聯邦醫療保險，則可在此期間申請變更。如已參加優惠計
劃選擇要更換另一個優惠計劃，新的申請日期則改在每年的1月1日至3月31日。
※ 新的美國聯邦醫療卡片如下:

※ 確認您的醫師必須在社會福利局登記或有特殊情形可不須在社會福利局登記，您

的醫師所開出的處方簽保險公司才會給付，不然您就要自付藥費。今年的繳交的費

用，僅有些微的變更，大部分和去年一樣。 2019年度的聯邦政府傳統醫療處方福

利保險登記已從10月15日開始，至12月7日截止。假如您是新登記要加入，還是您

已是傳統醫療處方福利保險的投保者，要變更您現有的處方福利保險，一定要在12

月 7日以前完成登記，以確保您的處方福利保險從 2019年 1月 1日生效。如您已在

2018年登記加入傳統醫療處方福利保險，而且您也滿意的話，您可以不要作任何申

請，但唯一要注意的是，請確認您原來的投保的公司寄給您的書面資訊，如“Evi-

dence of Coverage”亦即”保障證明”(“EOC”如有變動，保險公司會在每年的10月

15日以前通知您)和“Annual Notice of Change”亦即”保險變更年度通知”(“ANOC

”如有變更，保險公司會在每年的9月30日以前通知您)，您的處方福利保險計劃還

繼續保留在2019年的聯邦醫療處方福利計劃。2019年的保險計劃大致和2018年的相

同，收費比較列述如下： 2019年 2018年

平均月保費 $35.02

扣抵額 (Deductible) (請看註一) $415 $405

保險公司支付75%藥價，當自付藥費總額介於 $415-$3,820 $405-$3,750

當自付藥費總額介於甜餅圈洞 (Donut Hole)，

新的補助方案(請看註二) $3,820-$5,100 $3,750-$5,000

保險公司支付95%藥價，當自付藥費超過

(不包括平均月保費) $5,100 $5,000

註一：以加州為例，有些處方保險計劃不須負擔扣抵額(Deductible)如 SilverScript

Choice 保險計劃，且每月的保費僅交$34.80。最省錢的月保費是 Envision Rx Plus，每

月僅須$12.90可是有$315的扣抵額費用。

註二：2019年的甜餅圈洞(Donut Hole)$1,280的藥費，在2019年的補助方案在此段處

方藥如是名廠藥，只須付25%的藥價，如是一般藥廠的藥，只須付37%藥價，其餘由

廠商負擔，而名廠藥廠商負擔的部份，也算在您個人自付藥費的支出計算，不致造

成被保險者在甜餅圈洞期間須負擔全額藥價的困擾，但一般化學藥品只計算你付的

37%藥價，不像名廠藥廠商會補助。

※ 假如您已經符合資格參加聯邦政府醫療處方福利保險，超過63天仍未投保的話

，罰則的規定：從您應登記參加聯邦社會福利處方保險的那一年那一月份開始計算

至您延遲登記生效後的前一個月，總計慢幾個月，來計算罰金而此罰金會加在每個

月的保費，一直跟著您，只要您仍有聯邦社會福利處方保險，舉例如下：

如投保人在 2015年 6月即符合資格而沒申請登記參加聯邦社會福利處方保險 (Medi-

care Part D) ，直到2018年1月1日登記生效，罰金則從應符合資格的2015年7月累計

至2017年的12月，總共延遲了30個月，而2018年的全國平均月保費是$35.02，罰金

是從當年的平均月保費的1%再乘上積欠的月數，該投保人的月保費每個月必須多付

罰金，直到沒有保險為止。(未完待續。。)【梁義大藥劑師（美國馬里蘭州巨人連鎖

企業藥局經理退休、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全美台灣同鄉聯誼會第二十八

屆會長、台中一中大華府地區校友會前會長）供稿】

童子軍舉行隆重頒獎典禮童子軍舉行隆重頒獎典禮
【美南日報訊/ 鄧潤京】 11月15

日，星期四晚，在休斯敦市中心的玫瑰花園
，現在稱為麥戈文百年花園（McGovern
Centennial Gardens）由美國童子軍山姆休
斯 敦 地 區 委 員 會 （Sam Houston Area
Council Boy Scouts of America）舉辦隆重
頒獎典禮。

典禮由童子軍山姆休斯敦地區委員會的
副主席萊昂內爾•玖嵐司（Lionel Jellins）
主持。 他說，我們今天在這裏慶祝童子軍
為大休斯敦地區帶來的各項服務。受到服務
的男孩和女孩，不僅僅是男童子軍，達到
44,000人。特別是我們改變了策略，服務更
多的女童子軍，年齡從4年級到6年級。明
年更要增加6年級及其以上年級的女童子軍
的數量。童子軍山姆休斯敦地區委員會在本
地區的存在已經超過100年。我們感到很自
豪，因為我們的服務抵達本地區的各個族裔
。今天在這裏要特別介紹非洲裔美國人、亞
洲裔、西班牙裔的文化特點。

今年的亞裔美國人精神服務獎（The
Asian American Spirit of Scouting Service
Award）將頒發給約翰•布羅根（John
Brogan）。 該獎項旨在表彰成年人或組織
為亞裔美國青年開發和實施童軍運動所提供

的傑出服務。布羅根的工作著重於童子軍在
日本裔社區的推廣。布羅根說，童子軍的工
作服務於多元化社區，不管是華裔社區、日
本裔社區或者是非裔、西語裔。我們有童子
軍交換計劃。每年都有日本的童子軍來訪休
斯敦，我們接待。我們每年也會派休斯敦的
童子軍訪問日本。通過互訪，了解對方的文
化。

惠 特 尼 • 楊 服 務 獎 （Whitney M.
Young Jr. Service Award）將頒發給金伯利
•戈塞特（Kimberly Gossett）博士。 該獎
項旨在表彰成人或組織為農村或低收入的青
少年開發和實施童軍運動所提供的傑出服務
。戈塞特博士為童子軍服務超過20年，開
始時她本人就是女童子軍。作為哈佛大學藥
學院的畢業生，她一直在研制止痛藥，並建
樹良多。

美國童子軍山姆休斯敦地區委員會的總
裁（CEO） 湯姆•瓦內爾（Tom Varnell）
最後說，我們今天在這裏慶祝我們童子軍的
多元化，慶幸我們生活在休斯敦這樣一個多
族裔的社會。並且為我們的多元化、國際化
的城市而感到自豪。我們也希望通過活動告
訴非裔、亞裔、西裔社區，我們童子軍的多
元文化屬性，更好地為多元文化服務。

現場演奏的非裔美國人爵士樂隊現場演奏的非裔美國人爵士樂隊。。

童子軍山姆休斯敦地區委員會的副主席萊昂內爾童子軍山姆休斯敦地區委員會的副主席萊昂內爾••玖嵐司玖嵐司（（Lionel JellinsLionel Jellins））將惠特尼將惠特尼••楊楊
服務獎服務獎（（Whitney M. Young Jr. Service AwardWhitney M. Young Jr. Service Award））將頒發給金伯利將頒發給金伯利••戈塞特戈塞特（（KimberlyKimberly
GossettGossett））博士博士（（左左）。）。

美南國際電視台欄目主持人鄧潤京采訪童子軍山姆休斯敦地區委美南國際電視台欄目主持人鄧潤京采訪童子軍山姆休斯敦地區委
員會的副主席萊昂內爾員會的副主席萊昂內爾••玖嵐司玖嵐司（（Lionel JellinsLionel Jellins）（）（左左）。）。

獲得今年的亞裔美國人精神服務獎獲得今年的亞裔美國人精神服務獎（（The Asian AmericanThe Asian American
Spirit of Scouting Service AwardSpirit of Scouting Service Award）） 的 約 翰的 約 翰 •• 布 羅 根布 羅 根
（（John BroganJohn Brogan）。）。

一直在研制止痛藥的金伯利一直在研制止痛藥的金伯利••戈塞特戈塞特（（Kimberly GossettKimberly Gossett））
博士獲頒惠特尼博士獲頒惠特尼••楊服務獎楊服務獎（（Whitney M. Young Jr. SerWhitney M. Young Jr. Ser--
vice Awardvice Award）。）。 湯姆湯姆••瓦內爾瓦內爾（（Tom VarnellTom Varnell））總裁總裁（（CEOCEO）。）。西班牙傳統樂隊的小獨唱演員西班牙傳統樂隊的小獨唱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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