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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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11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Monday, March 18, 2019

12043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21
週年

713-981-8868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公證★認證★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代理Viking/Globus遊輪Gate1旅遊 廉价机票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這種肉千萬不要買！
波音737MAX-8為何
變成“致命”客機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90319_4分之1版簡

高淨值人群為什麼要投資美國房產？

越來越多的高淨值人群開始投資美國房產
，他們為什麼要投資美國房產？投資美國房產有
什麼好處？

1.抗通脹
根據美國最權威的凱西-希勒房價指數，從

1890年到2013年的123年中，有28年是下跌的，
95年是上漲的。連續下跌達到5年的僅有兩次，
最大跌幅出現在2006-2011年，房地產泡沫破滅
引發的金融海嘯，累積跌幅為33%。

連續10年累積漲幅超過100%的有3次，在

過去的123年裏，美國房價年化增長率為3.07%
，而在相同時期，美國通脹為2.82%。美國房價
以高于通脹率0.25%的速度漲了100多年，房地
產是抗通脹的，此言不虛。

2.雙重收益
房地產即可以拿來自住，還可以出租賺取

租金，從而獲得雙重收益。從1960第一季度到
2013年第一季度，美國平均房租對房價的比率
為4.98%。加上房價每年3.07%的升值，每年約
有8.05%的收益。目前,美國的30年期固定抵押
貸款的利率在4.49%左右。相對于低廉的美國
按揭貸款，買房的確算得上一個不錯的潛在投
資標的。

3.財務杠杆
財務杠杆如雙刃劍，其可以帶來風險，

當然也可以帶來好處。以美國的房產為例，
投資者可以向銀行借錢買樓，假定首期為
30%，那麼投資者就可以短期內以30%的本
金控制100%資產。

假定樓價為200萬，投資者需要付60
萬的首期款，而樓價上漲加租金回報率為
8.05%，每年有16.1萬的收益【200萬×8.05%

】，在不考慮房貸和稅收的成本下，其年化收益
率瞬間提升到26.83%！【16.1萬/60萬】。

4.增加信用
購置房產可以增加銀行的信用評分，從而

獲取銀行更高的授信，利率有時也會更優惠。我
們可能擁有股票、基金、黃金，還有房產和汽車，
甚至還有一些維多利亞(房源)時期的油畫，但當
我們去申請貸款時，銀行會喜歡什麼資產？沒錯
，就是房產！這也難怪，大部分富人，最喜歡的投
資是房地產。這是因為有了房地產，似乎就有了
和銀行談判，獲得低利率貸款的砝碼。
(取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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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美國以各種原因
買房，這一話題逐漸成為了熱點，而美國紛繁的
房屋保險也隨之廣受關注。有許多的屋主知道
房屋保險很重要，也一直繳納保費，但是當遇到
問題時仍然束手無策，出現爭取不到理賠的狀
况。在本文中將會對美國房產保險做一個大致
概况，並且對房屋保險的理賠做一個詳細介紹。

什麼是美國房屋保險理賠？
在美國買房，如果是以貸款的形式，銀行會

要求你一定要購買房屋保險，而現金交易時雖
然不會有法律強制你購買房屋保險，但是防患
于未然，你最好購買房屋保險。

要注意的是，在購買房屋保險時你要主動
告知保險公司房屋的用途，例如出租或是自住，
若是自住，再保險內容中會為你加上屋內私人
財產的保險；若是出租，則不必以節省保費。

具體美國房屋保險的概念和保障範圍包括
哪些方面，可以查閱美國地產網-美國房屋保險
覆蓋範圍包括哪些？

擁有HO-3之後，所有自然災害都能得到理
賠嗎？

在美國買房，HO-3被稱作全保險，是一個
大眾購買最普遍的房屋保險類型，因此，本文以
此為例進行闡述。我們很容易被它的名稱所迷
惑，誤會它是一種包含了所有項目的全保險，事
實上，這是一個誤解。從功用上講，它是一個包
含內容很廣泛的保險，但是不包括戰爭、核災、
水災、地震、地陷。

知道H0-3的保險內容之後，我們需要考慮
自己的房屋所處的位置是否容易發生這些災害
，如果容易，那麼最好額外購買相關保險。因為
像是戰爭、核災、水災、地震、地陷這些損失的理

賠是在全保險以外的額外的一項保險出售的
，如果自己不知道是否需要購買這些保險，你
需要諮詢保險經紀人或是保險公司的代理人
。而這些額外的保險的費用是因地而异的，如
果該地發生該類災害的可能性越大，那麼費
用自然就會越高。

在何時，我的保費將會上漲？
我們要知道，保險公司最討厭的是有如

下：
√ 一是火災，尤其是由人的疏忽而導致的火
災

√ 二是人為導致的水災
√ 三是發生盜竊或者人為
損害。

如果你的房屋在三年之
內發生了2次及以上，那麼你
的保費將會被迫上漲，除此之
外，你甚至有可能被拒保。

由于在保險範圍內的災
害而引起的連鎖損害，可以獲
得理賠嗎？

是可以的。例如由于連日
的暴風雨，路邊的樹被吹倒，
繼而損壞了我的屋頂，由此造
成的損害是可以獲得理賠的。

水災保險
在美國買房，水災保險是有門檻的，必須是

加入國家水災保險計劃的社區裏的房屋才能購
買水災保險。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將水災分區
為三大類，分別為高風險區、中低風險區以及未
分類區。如果實在高風險區且是貸款買房，就必
須購買水災保險。

在美國的保險業中，由于颶風、水位過高漫
出防波堤、陳舊或者堵塞的排水系統、降雨過多
過快排水不及時、積雪融化排水不及時等都可
能造成水災。但是下水道水回流、滲漏或者是因
為潮濕發黴造成的損失等是不包括在水災保險
內的。而且水災保險的項目不包括房屋內的貨
幣、貴重的金屬、股票憑證等有價值的文件，也
不包括房屋外游泳池、樹木、庭院、車輛等。

除此之外，水災保險是按年收費的保險，購
買後也並不是立即就能生效使用的，一般會有
長達30天的等待期，因此如果是在雨水高發區
建議在雨水高發期前一個多月購買水災保險。

美國買房，房屋保險的索賠有哪些流程？
申報損失

美國的房屋保險理賠是需要在一定時間內
自己主動申報的，這個期限一般為房屋發生損
失的60天之內，你需要填寫“損失證明”交給保
險公司，在損失證明中你需要詳細地列出各種
損失項目及其價值，日後保險公司將會來審核，
為了方便，你可以按照房間位置填寫。

計算折價
在填寫證明時的價值填寫，並不是這些物

品的購入價，所有財產損失都要折價。一般來說
，電器的年折舊率以10%計算，硬式家具為5%，
軟式家具為10%，工具類為5%，衣服5%，而古董
珠寶等不折舊。為了有價格證明，你需要盡可能
地收集這些物件的收據或複印件作為核損依據
。你需要養成一個平時就將屋內貴重物品列一
個清單並且保留收據一起保存好的習慣，這在

理賠時會使程序相對方便。

保存證據
在索要理賠過程中，若是遇到了不按法規

的保險公司，你需要將整個事件的緣由記錄下
來，保存好交流的證據，以便找律師來保障自身
利益。

注意房屋保險理賠的事項時限
√ 需要在損壞發生的60天之內向保險公司遞
交損失證明表；
√ 在保險公司發出估價通知後的20天內選好
估價員；
√ 如果對保險公司的理賠存在异議，必須在損
害發生的12個月內提出訴訟；
√ 空置的建築物在損失發生時投保時間若未滿
60天，保險公司將不予以受理。

影響保費的因素有哪些？
房屋重建的成本：理論上來，重建的成本越高，
保費將會越貴。
房屋所在的地理位置：發生相應自然災害或者
盜竊的幾率，以及當地的相應防治措施是否完
備。
自負額：對于每一個房屋保險項目，投保者都可
以自己選擇合適的自付額，當意外災害發生時，
你先支付自負額，然後保險公司再負責自負額
以外到保額的那部分，你的自負額越高保額自
然就會越低。
房屋自身的安全保障：自身的安全保障措施是
否到位，例如是否安裝安全報警系統、煙霧探測
器等。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將車險和房險一起保，
也可以降低保費。

其實，擁有自己的房屋不容易，不發生意外
才是最好的，在瞭解清楚保險理賠的同時，也要
注意房屋的日常維護，這樣從源頭降低災害的
概率才是對房屋對自己最好的保險。
(取材網路)

美國買房保險理賠情况及流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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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消費者對美國房產的熱情不見減退，
而且出現了購房者不僅限于富豪，中產階級也
增多，購置地點從加州向德州等地擴散的趨勢。
矽谷房產經紀人表示，這是中國人分散投資風

險的選擇，而中產買家的
增多與國內中介和信息
業者的劇增有關。

2018年美國房市出
現一些新趨勢，以前中國
買家多是富豪階層，但去
年中產階級買家增加不
少。中國消費者對加州的
興趣仍然最大，但也逐漸
向其他地點擴散。同時，
許多中國買家仍然認為
美國房市是安全的
投資，他們一方面將
買房作為海外投資，
另一方面是因著子
女未來可能會出國
而購房。

2018 年的確存
在中國消費者由富
豪擴散到中產階級，
從加州蔓延到其他

州的趨勢。也能看到，原本美國房產的主要
購買者是富豪，現在漸漸中產階級多了起
來，尤其是“中上產”階級。“中上產階級在

美國購置物業的主要原因是投資分散選擇。”中
國人都知道不能將雞蛋全放在一個籃子裏，所
以很多中上產選擇多幣種投資分散風險，將美
元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選擇。

因為中國針對海外資產配置的中介和諮詢
業者遽增，消費者獲得信息的渠道也增多，促成
了中國普通中產階層在海外購房的可操作性提
升。

但是，現階段中國人海外消費不會大幅上
升，源于中國現在換匯和海外匯款遇到的難度
上升了，使得人們難以順利支付首付。

“在美國購房是中國人可進可退的做法。”
因為那些希望將海外房產留給兒女的人，他們
的孩子未來不一定會出國。而且，有的人因為貿
易等原因已經有一部分錢留在海外了，他們不
想將資金轉回國內再受到匯款限制，並且也不
想把錢就放在那裏不動，所以在美國購房是可
選擇的暫存海外資金的方式。

經紀人說，過去一年碰到很多人來諮詢房
價，當發現灣區的房價超出他們預期時，他們較
多會選擇去往德州等地購房。

不只富豪!這些人也紛紛來美買房!
錢不夠的他們把目標轉向了

矽谷房產經紀人王碩舸表示在美國購房是矽谷房產經紀人王碩舸表示在美國購房是
中國人可進可退的做法中國人可進可退的做法

美國房地產市場相對自由開放，各州政府
幾乎都沒有設置類似于"購房指標"的數據。中國
人沒有綠卡或美國身份也可以在美國購房置業
，這個我在之前的文章裏已經說過幾次，不再贅
述。

很多中國人在美國買房時不知道或不在意
這些基本常識或規定，有時候就會牽涉自己的
利益受損，所以，建議您看一下，沒準兒對您有
幫助呢。

一、在美國投資買房要注意一些基本規定
1、買房不能投資移民：

外國人可以在美國投資買房，但不能借此
獲得美國身份。

2、有產權和有居住權不同：
在美國可以買有產權或是有居住權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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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倍。

3、簽約7天內可退房：
買方在這7天裏可自己花300美金請專門

檢查房屋質量的公司對房屋進行檢查，若發現
不可接受的質量問題，買主可以單方面中止合
同，拿回定金。如果已簽約付款，但是買主對房
子不滿意，或發現有更喜歡的房子，在7天內還
可以隨時退房。但這300美金的檢查費是不退的
。經濟人的費用由賣方支付，一般在2.5%-3%。

二、在美國有房子就意味著要交稅
在美國買房子雖然永遠都是自己的，但買

房後每年都要交稅，直到永遠（除非你賣掉）。美
國政府每年徵收相當與房地產值百分之一到百
分之二的財產稅。相當于每過五十到八十年，你
就要把你的房產值，再向政府交一遍。如果你沒
有錢按時繳納房產稅，那麼，美國政府可以沒收
你的房產。把你的房產拍賣，用以抵償欠稅。

另外根據美國各州的法律不同，業主每年
所需繳納的物業稅為房子總價的0.5%-3%不等
。如果出租，還要繳納租金的5%-10%作為管理

費。中國的富人一直在盼著房子升值，而很
多美國人卻巴不得房子降價，因為地產稅
會隨著房價漲跌。

三、出租賣房也要交稅
"外國人"在美國的房產，如果是出租，

每年獲利部分的交稅額為個人所得利潤的
20%，如果一年的個人所得為5%-7%，即
這5-7%的20%要交稅。扣除房子的折舊費
，一般3.5%左右的20%為實際交稅的費用
。美國國稅局定義的外國人，不是正常意義
上的外國公民，而是一年中在美國居住時
間未超過183天的外國人。所以如果非美
國國籍也無綠卡的外國人，若長期居住在美國，
則不算是“外國人”。

如果房產賣掉，則需要交房子獲利的33%，
在此之前賣方還要支付房地產經紀公司費用、
賣方的過戶公證費、屋主產權保險費、縣政府過
戶稅、市政府過戶稅、一年的房屋保修費、白蟻
檢查費、屋契文件準備費、文件公證費、經紀公
司的法律規範監督費等等，另外還需還清所有

尚未支付的地產稅、社區費等，這些費用幾乎要
占去房屋全價的7%左右。賣房開支最大的一筆
費用是請經紀人，大約占房價的6%，但唐人街
很多人擁有房地產經紀人的執照，就是專門為
了在買賣房子時，可以省掉經紀人的費用。另外
，無論你投資房產是賺了還是賠了，外國人賣房
必須要向美國稅務局繳納所得稅，由產權公司
在過戶時就扣除房價的10%。(取材網路)

在美國買房子的一點兒經驗在美國買房子的一點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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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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木地板，櫥房花崗石臺面,  近購物中 
    心，交通方便。 僅售 $398,000.
3.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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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000.  可立即入住.
4.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3浴，二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
     僅售 $179,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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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商業: 近醫學中心, 新裝診所出租,距醫學中心10分鐘,5435平方尺,$1.8/平方尺/月,(NNN), 13個獨立
     診室,2個公共區域.現有新診椅等設備可議出租或出售.聯系:832-768-7068; 或832-860-5898.
7.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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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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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房子都沒淹, 現在是買房好機會!
1, 糖城熱門社區TF, 全10分學校, Clement高中, 約4200呎, 5房4.5
浴室+影院+陽光房, 多樣升級, 8年新, 有湖景和綠帶, 交通便利. 集地
段佳/房子好/學校優/環境美四大優勢於一身, 僅64.8萬, 超值!
2, 糖城廣場旺鋪出租，約1600呎, 靠近繁忙6號公路, 周圍有多個住
家社區, 鄰近學校旅館，很適合做餐館甜品和奶茶店美容美發中醫養
生按摩等
3, 糖城名區*Riverstone,  FB好學區,約4仟呎,5房/4.5浴/書房/GM, 
戶型漂亮實用高挑頂, 2睡房樓下,裝修豪華,占地大0.38英畝, 後院有
小溪和大樹,風景優美安靜有隱私, 幾分到超市歺館, 僅45萬9, 良機！
4, Katy名區Cinco Ranch, 一層3房2浴, 學校好,交通便利, 近高中和
湖, 僅21.8萬, 適合投資.
5, 米城名區SP最佳地點, 近Riverstone, 3房+2浴+書店, 上區內三所
好學校, 僅22萬, 方便到市區醫學中心, 僅22萬, 投資自住兩相宜.

16300 Sea Lark Rd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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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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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地廣人稀，大部分住宅類型為獨棟房
屋，國內稱之為別墅。當然除了獨棟房屋以外，
也有公寓、排屋、小平房等多種住房類型。所以
我們順應美國置業的滾滾潮流，首先就要搞懂
關于美國房子的基本類型與分類。

別墅（House）
它指的是單家獨戶的獨立別墅，也與國內

所說的“別墅”類似，可以是一層或者多層的獨
立房屋。別墅通常有附屬的院子和花園、停車庫
，還會有游泳池等配套設施。House在美國常用
Single Family House（獨立屋），在英國、加拿大
常用Detached（獨棟別墅）表示。

別墅的優勢
別墅優勢明顯，對地上的房產及所在的土

地擁有永久產權。總的來說，獨棟別墅的供應較
少，但卻是資金充裕的情况下，外國人優先考慮
的住房類型。首先，獨棟別墅的居住環境最好，

擁有自家獨立花園和停車庫，不用交物業費，一
切房屋外形、院落改善、設施建造等相關事宜均
由房主自行决定。土地是稀缺資源，獨棟別墅獨
享其土地產權，自然增值空間大。

別墅的劣勢
不過，獨棟別墅也有缺點，其價格較高，對

購房者門檻要求高。如果不自住，別墅並不太容
易出租，經常處于“空租”狀態，因此獨立別墅呈
現負現金流。此外，由于花園、車庫、游泳池、地
下室、房屋面積大等原因，使得別墅維護成本較
高。

因此，別墅比較適合用來自住，是資金實力
較雄厚買家的首選，別墅很難靠租金覆蓋每月
貸款。別墅也適合注重資產增值潛力的買家，雖
然中短期內為負現金流，但長期來看，別墅升值
潛力為所有房屋類型中最高。

公寓（Apartment/Condo）
國外的公寓概

念比較類似于國內
的普通住宅商品房
，即XX開發商的住
宅小區（70年使用
權），是一戶（一人
或多人）居住的單
元。國內的公寓則
屬指商業地產，使
用權只有40年，與
其它商用地產類似
。

公寓主要分類
公寓在國外，

通常是一棟大樓內
擁有多個住戶的單

元房，每套擁有一個或多個臥室，有廚房、洗手
間，但一般沒有自己的花園，只有公共花園和綠
地，房主擁有所有權。由于學生時代的閱讀理解
題中常出現這一單詞，大家通常只知道Apart-
ment，不過外國公寓還包括Condo。

Condo常被翻譯成產權分售公寓或私人公
寓，每戶都有獨立產權，在加拿大、美國很常見。
而Apartment通常被翻譯成出租公寓，顧名思
義，其在絕大多數情况下是用來出租，而非出售
的。

公寓還有Co-ops，常被翻譯成共同產權公
寓。Co-ops指為公司所有的公寓，該公司出售公
寓股份，業主購買的並非此公寓內的一套單位，
而是購買了公司股份，並擁有該公寓的長期租
賃使用權。這種形式並非投資海外的主流戶型，
故不著重介紹。

Condo和Apartment的區別
出租公寓和產權分售公寓的外形類似，都

是一棟樓裏面有多個住戶，但他們到底有什麼
不同呢？銀河移民在此列舉出兩者的差別。

私人公寓（Condo）和出租用的公寓（Apart-
ment）的差別主要在于產權的不同，而非長相和
外形不同。打個比方，一整棟Condo 中，每戶人
家擁有各自產權，每套都有不同的房主，而
Apartment的整幢樓一般是一個主人，可以歸屬
于某個公司或個人，一般房東用于出租，不能單
套出售，只能整體一棟出售。

正是由于產權上的區別造成 Condo 和
Apartment之間的其它細微差別。例如Condo的
每一戶人家水電都是分開的，就跟國內的普通
住宅小區類似，各自有自家的水電錶。而Apart-
ment一般有統一的供水系統，水費由用戶平攤，
只是電費由各租戶自行支付。

公寓的優點
公寓有不少優點點，，首先是價格相對于別墅首先是價格相對于別墅

要便宜不少，適合中
產階級家庭投資。然
後，主要的租賃需求
都由公寓提供，所以
公寓出易找租客，可
做到“以租養貸”，即
每月用租金來還房
貸。這也使公寓的租
金回報率值得期待，
在國外通常能達到
5%以上年租金回報
率，是一種正現金流
的投資方式。此外，
公寓多位于市區或
學校附近，比郊區別
墅生活更便利。

公寓的不足

不過公寓也有自己的弱點，其升值空間相
對帶土地的獨棟別墅要小，且升值速度偏慢。其
次，還需要每年交物業費，沒有完整的土地產權
，只享有自己的那一部分。此外，市區的公寓也
容易碰到停車位不足等情况。

總的來說，公寓更適合喜歡正現金流，及利
用杠杆進行投資的朋友。

聯排別墅（Townhouse）
聯排別墅也稱為聯體別墅，在國內一些小

區存在，不過在國外則比國內更為普遍。聯排別
墅通常指兩個以上的別墅分享同一門牌號，兩
戶及以上家庭共享同一個連續墻面，院子之間
多用籬笆或植物墻隔開，有些Townhouse帶有
小院子和車庫。

在有些國家，聯排別墅有多種變形，包括
Duplex House（雙拼屋）、Triplex House（三拼屋
）等。聯排別墅與獨棟別墅每年都向政府繳納地
稅。

聯排別墅的價格介于公寓和獨棟別墅之間
，有一定面積的土地所有權，業主擁有房屋所有
權，有一定增值空間。少數聯排別墅可以做到租
金收支平衡，但總的來說租金收益率遠不及公
寓。

聯排別墅類似于公寓的別墅化，兼具兩者
的特徵。價格適中，帶有部分土地所有權，適合
既想受益于房產升值，又想獲得一定租金收益
的用戶。

各房屋類型升值空間對比
說過最主要的三種房型，我們來對比一下

三種房屋的增值空間。普遍來說，別墅升值空間
大于聯體別墅，聯體別墅又大于公寓。房價方面
也遵循這一順序，別墅>聯排別墅>公寓。
(取材網路)

美國房產類型及升值空間全解析

TownhouseTownhouse

Hous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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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房地產一直飽受中層以上投資者喜愛
的地產之一，競爭也是相當激烈的，那裏更是財
富的聚集地。隨著商業房地產的發展，評估商業
房地產的能力也十分重要。

美國商業房地產是否值得投資價值
現在，選擇在美投資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不

少高淨值人群為求穩定的收益和在美發展商業
，而對美國的商業地產進行了投資。美國商業房
地產也是相當值得投資價值的。

1. 永久產權
和中國40年的產權不一樣，美國的商業地

產的產權是永久的，包括土地下面的礦產和地
下水等自然資源都是歸產權方所有的。

2. 高收益
美國的房產年租金和房子的售價比是比較

高的，租售比一般都在1/20，而國內租售比在1/
50甚至更低。美國商業平均收益率6-8%，中國
基本低于4.5%。由于美國市場是屬於國際市場，
從長遠的角度，也更為穩定。

3. 簡單管理
商業地產中零售商鋪和工業地產等，房東

只管收租金就好。稅費和維修費等是由租戶承
擔的。商業租約普遍比較長，至少3年，很多租約
甚至5-15年，所以租約長避免房東很多更換租
約租戶的麻煩。

4. 投資策略靈活
在美國購買商業地產投資比較靈活。首先，

如果您不想全款買房，我們可以為您找到合適
的貸款政策，並為您聯繫銀行協助辦理貸款買
房。第二，如果您暫時手頭上有現金全款買房了
，買房後需要現金流周轉，您還可以做 Refi-
nance，用已購房產找銀行貸款。第三，您還可以
和其他人一起投資購買，以出價多少分割地產
股權。

如何評估美國商業房地產投資價值

一、如何計算財產的收入價格和價值?
1.估計計劃總收入(GSI)

此種方法適用于公寓綜合樓、購物中心和
分段式辦公樓。計劃總收入就是把整個空間的
總租金加起來，同時在計算過程中要根據特定
的市場價值確定空間裏每個區域的租金預期。

2.從GSI中減去5%的空缺
結合實際情况來說，在美國，並非所有商業

物業的單位在一年中都會被完全占用。為了計
算的準確率，要從總GSI中減去5%，得出的數字
是有效總收入(EGI)。這是大多數貸款人在考慮
你的潛在購買時將使用的百分比。

3.計算物業的淨營業收入(NOI)
在美國，物業的淨營業收入可以幫助你决

定是否會從一個財產中獲利。獲取物業第一年
的估計營業總收入，根據你在同一時間段內的
估計運營費用(從你的收入中減去你的開支)。如
果產生的NOI為正，那麼你將獲得初始利潤。

為了更加準確地計算租賃房產，在計算過
程中應該將GSI替換為EGI。

4.計算物業的資本化率或“資本化率”
在美國，NOI除以物業價格產生的百分比就

是資本化率。資本化率因地區及其房地產產品
的不同有很大差异，這能夠顯示出潛在的房地
產利潤率。

例如，如果房產的淨營運收入為7.5萬美元
，定價為25萬美元，那麼資本化率將為30%。

5.將NOI除以資本化率以確定房地產的理想價
格

在美國，無論你是想買房還是賣房，制定適
合市場的銷售價格都很重要。將當前或潛在的
NOI除以該地區的資本化率，得到的就是一個包
含利潤和運營費用的銷售價格。

例如，如果物業的資本化率為5%，淨營運
收入為9萬美元，那麼價格應為180萬美元。

6.計算物業的總租金乘數(GRM)
你需要獲取商業空間的挂牌售價，然後除

以年總租金收入。這將給你一個GRM編號，然後
你可以使用該編號來確定盈利能力。同時，你可
以通過利用多個屬性執行這些計算並平均結果
來估計市場區域的GRM。

例如，如果一個房產的銷售價格是72萬美
元，年總租金等于8萬美元，那麼它的GRM為9。

7.使用GRM創建屬性值估計
將GRM對個別物業或該地區的年度總租金

乘以倍數，得到的結果是根據當前市場對房地
產價值的估計。

例如，如果一個房產的年總租金為7萬美元
，GRM為8美元，那麼一個合理的價格將是56萬
美元。你的商業房地產代理或評估師應該能夠
為你提供一個準確的地區或財產的GRM。

二、如何通過衡量財務因素來評估商業地
產?
1.獲得精確的平方英尺

在美國，商業地產價值直接與空間內可使
用面積挂鉤，你可以通過查看賣方提供的評估
和文件瞭解該空間的完整面積，然後用銷售價
格除以總面積計算每平方英尺的價格(ppsf)。

2.查找需要修理的損壞區域
你可以與專業的商業檢察員合作，來查找

商業房產中需要修理的損壞區域，如果物業在

占用前有任何需要修理的地方，我們也需要在
潛在收入中扣除這些費用。

3.計算一段時間內任何維修的成本
你可以詢問業主其商業財產的所有電氣、

管道或其他機械方面的年齡和狀况。然後，將這
些項目的當前使用年限與估計的使用年限進行
比較，全面瞭解房產中需要短期和長期維修的
項目。

4.詢問當前所有者的收入和支出書面工作
當你對一處房產表示出強烈的興趣後，可

以向業主或其代表尋求過去一年書面工作。他
們可能會給你稅務文件、電費單，甚至是稅收文
件。

5.閱讀年度房地產運營數據(APOD)報告
此報告包含有關特定物業的租金收入、運

營支出、貸款明細和現金流動的信息。它的目的
是展示過去一年房地產的整體財務狀况並且可
用于確定未來的潛力。

三、如何通過無形因素來評估商業地產?
1.評估賣方的激勵水平

評估商業地產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有時
無形因素的影響也會有作用。例如賣方的欲望
等，如果一個賣家不顧一切地想賣出房產，那麼
房產價格可能會低于市場價值。如果一個賣家
有時間出售，那麼他們可以在最初設定更高的
價格。

2.瞭解地產周圍的情况
你可以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在社區裏走走，

與居民討論該地區的發展、犯罪問題和其他潛
在問題。如果商業地產周圍的區域犯罪猖獗或
充滿了空缺，那麼該空間可能不太理想。

3.影響店面宣傳價值的因素
如果你打算用這個空間做你自己的生意，

或者把它租給其他生意，那就考慮一下房子的
外觀、交通量和其他因素。(取材網路)

美國商業房地產是否巨有投資價值美國商業房地產是否巨有投資價值美國商業房地產是否巨有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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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驚訝的美國人生觀讓您驚訝的美國人生觀
白岩松在他的《你想像的美國其實是中國

》一文中，一語道破了一個很多國人不願面對的
現實：“提到美國，也許人們馬上會想到，這是一
個現代化的國家。生活節奏快，都市霓虹燈閃爍
，酒吧餐館歌舞昇平。人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
人情冷漠，家庭觀念不強，性方面非常開放，各
種消費欲望極強，錢才是上帝。到了美國你會發
現，以上描述基本符合如今中國的狀況，與美國
關係不算太大”。
1.帶病堅持工作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在國內媒體—邊倒地宣傳某人時，常用的
形容詞就是忘我工作到了“帶病堅持”的程度。

在美國你會發現，生命是第—位的，生病
就應該休息，帶病堅持工作是對自己不負責任
的表現，對自己都不能負責任的話怎麼指望你
對他人或工作負責任?

再說你流感什麼的還可能有傳染性。醫生
都會告訴你要呆在家裡，需要自我隔離多久之
後才能去公共場所，這是公共道德，是對社會負
責任的表現。
2、汽車洋房是生活必須品．不是富人才有

在美國說到買房，基本指的是買獨立房。
也就是國人嘴裡的別墅。這個基本就是普通民
宅，並非有錢人才有。還有一種排屋(中國叫聯
體別墅)比更便宜些。這樣民宅3、5萬至千萬美
金不等，產權是永久的。
3、政要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如果能有一張和主席、
總理、哪怕就是省長、市長的單獨合影，那一定
很了不起了，這輩子我應該沒有希望了吧…．這
些政要多數人可能一生都沒有機會見到的，哪
怕是遠遠地撇上一眼。

而美國的政府官員因為是靠自己競選選
民投票選舉出。你有很多機會在他們竟選的時
候見到他們，若你要求合影的話他們肯定笑逐
顏開摟著你擺出最動人的姿勢，照完了人家還
謝謝你的支持。

議員等官員上任後選區的人需要幫助，給
議員寫信的話肯定會收到答覆，基層辦公室解
決不了還會一層層往上報。
4、家庭第一，哪怕金錢和工作都要給家庭讓路

在中國，因賺錢和工作兩地分居的人家還
真不少，即使家在一地也還可能為了工作夜以
繼日，把物質的東西看的超過了一切，錯過了妻
子生孩子、耽誤了給孩子看病，不能給老人送終
等。

在美國，這樣做是會被別人鄙視的。在美
國，很多人的辦公桌上都擺放著家人的照片，其
樂融融的合影透露著美國人的家庭觀念，下班
後和週末的時間都是屬於家庭的，所有的節日
也是一家人安靜地聚在—起。最近—位美國好
友要做—個小手術，她丈夫取消了全部的商業
會談，寧肯自己出錢支付會談方延期滯留也要
去陪著她手術，這就是國外家庭觀念的典型體

現。
—個真實的事。有一個隻身在美國餐廳打

工的女人，對一個每天靠說唱謀生藝人說，你為
什麼不去中國，我可以介紹你去做英語老師。何
必那麼辛苦。說唱藝人說，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
，離開我的妻子和孩子?這個工作不好嗎。我喜
歡我的工作。每天和自己愛的人在—起，我很幸
福。瞬間，在場的人都覺得那個中國女人更可憐
。
5、“富”不等於“貴”

我們現在大部分中國人所理解的貴族生
活就是住別墅、買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
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實際上，這不是貴族精神．這是暴發戶精神。

在美國以貌取人是很容易犯錯誤的，富人
不是靠名牌包裝的，也不是名車大房子，而是在
不動聲色之中，一口整齊的白牙(非常重要)，一
身古銅的皮膚(有錢度假曬太陽)，一副健美的身
材(有閑上健身房)．最重要的是每年捐給慈善協
會和教堂的大筆捐款。

真正的貴族學校．學生睡的是硬板床，吃
的是粗茶淡飯，每天還要經過非常艱苦嚴格的
訓練，這甚至比平民學校還要辛苦。在大多數中
國人的意識裡，富與貴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區別
。但事實E這是兩回事兒。

富是物質的，貴是精神的。
6、有錢不等於會生活

有話說，貴族的養成至少三代。中國現在
與美國相比更像是暴發戶社會，離貴族社會相

差甚遠。這個是國情決定的，也是意識決定的。
美國進口食品到中國起碼翻4倍，這還是按大
宗貨品走的價。美國食品是安全健康，但只有少
數富人吃得起。碰到一個北京的進口商，我們問
難道中國就不能製造健康食品?他很老江湖地
拋了一句：回去做做看你們就知道了。錢且不是
問題，買不到才是問題。

在中國，有錢人肯花幾千元每一個月保養
自己的奔馳寶馬，不願花幾百元買個營養品保
養下自己的身體。因為覺得開個漂亮的車，比起
臃腫的身體棒多了。住豪華的裝修，但充滿甲醛
的豪宅，卻不願買—個空氣淨化裝置。直到大病
臨頭四處求醫問藥，卻不願意平時多預防，多鍛
煉，均衡營養。

保健?太麻煩了。到了美國才發現，越是高
學歷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越是健康的，而中
國高學歷和高收入的人生活方式反而不健康。

奧巴馬每週堅持至少鍛煉6天，每次鍛煉
大約45分鐘．只有星期天才會休息。他每天早
上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沖進他的健身房開
始鍛煉。還嚴格按照減肥食譜進餐。—般以巧克
力烤花生蛋白棒、烤杏仁和開心果作為零食。不
能說我們比奧巴馬更忙，只能是我們意識窮乏。
7、讀大學是一種個人養成．而不是為了出路和
提高身價

從小到大聽慣了考大學實現“鯉魚跳龍門
”的故事，現在雖然不同了，但是學歷的標牌1以
乎依舊是身價的砝碼。

在美國你會發現，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做普

通工作並不新鮮，我見過印度的哲學博士開出
租車、東歐的音樂家幹裝修、地理系的研究生在
找到教師工作以前在家具店當服務員、工科博
士在售車店做銷售等。

反之．也會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清潔工旁聽
拿到了古典文學的本科學位、而大貨車司機酷
愛莎士比亞長途旅行的閒暇寫下讓圈內人震驚
的劇本等，美國受過大學或更高教育的人口比
例遠高於中國，而這個教育追求的是一種養成，
和出人頭地沒有關係。

哥倫比亞大學清潔工用七年旁聽了一個
古典文學本科，因為喜歡。我不否認．這樣的追
求，多少也與國情也有關。在美國10—20年經驗
的藍領年薪超過常春藤畢業生的水平。而美金
的購買力和人民幣的購買力……是的，國人很
累，但或許改變的起點不在於大環境，而在於心
靈。
8．離婚的男人像根草

寫到這裡我笑了，在國內的情形就不用我
說了。在美國離婚的話，男人什麼都得拿出來分
一半給妻子，如果妻子沒有賺錢能力的話還要
支付撫養費以保證離婚後妻子的生活水準不顯
著下降，直到妻子再嫁或死亡：孩子的撫養費更
是不能少，多數州規定要支付到18歲．而且男人
支付的撫養費沒有退稅的優惠等等，男人離婚
的話身價立馬巨幅縮水．所以．美國男人鮮有去
養小三、小四的事情發生，而是下班就回家，週
末陪孩子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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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十大文化指標人物

按照這些標準，美國人眼中十大文化偶像最後
的評選結果如下：
John Kennedy
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

肯尼迪家族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惟一的“皇族
”。人們這樣認為並不是由於肯尼迪家族的財富
和

政治地位，而是因為圍繞在這個獨特家族周圍
的高貴榮耀。從“二戰”時的一個海軍軍官，到成
為美國歷史上第35任總統，約翰•菲茨傑拉德•
肯尼迪是這種榮耀的化身。肯尼迪廢止了種族
隔離制度，建立了和平軍隊，並成功解決了古巴
導彈危機。不幸的是，肯尼迪於1963年11月在達
拉斯遇刺身亡。作為一個充滿精力、富於吸引力
的總統，他無疑是美國精髓的代表。

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
一問你為你的國家做了什麼。”
Marilyn Monroe
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

夢露的幼年是在繼父的謾駡聲中度過的，後來
，她去做了泳裝模特，直到最後成為美國歷史上
最成功的 電影明星之一。她的一生都具有傳奇
色彩，她與棒球大師迪馬喬的結合，就是夢露傳
奇色彩的集中體現。她在電影《紳士愛美人》和

《熱情似火》中的表演使人們相信，夢露的表演天

賦與她的美貌一樣名副其實。1962
年 8 月 5 日，瑪麗蓮•夢露在家中
自殺。瑪麗蓮•夢露的經歷說明，
有志者事竟成。

名言：“性是天性的一部分。我不
過是順應天性罷了。”
貓王
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

1935年1月，埃爾維斯出生在密
西西比州圖珀洛的一個窮人家，並
在這個家

庭中長大。高中畢業後，他為母
親錄了一首歌，卻不料引起一個三
流製作商的注意。埃爾維斯錄製了
幾首鄉村搖滾獨唱歌曲，這些歌曲
在當地風靡一時。1956 年，埃爾維
斯因在《愛德•沙利文》節目中的
表演而風靡美國。儘管由於電影

《夏威夷》和《碼頭工人》的成功，他
成為電影明星，但他更是以“搖滾
樂之王”而為我們熟知的。1977年8
月16日，他被發現死在孟斐斯的家
中。“貓王”埃爾維斯死後，他的畫
像在食品店、加油站以及餐廳隨處
可見，歌迷們無法接受埃爾維斯已
去世的事實。

名言：“我真的對音樂一無所知。
依我所見，你們千萬不要搞音樂。”
John Wayne

約翰•韋恩（John Wayne）
一次事故使“公爵”的橄欖球事業終結後，他被

迫離開大學。在沒有被福克斯電影公司注意之前
，韋恩只是在公司中幹一些雜活。由於在一部出
演主角的影片中演出不成功，但開始出現在一些
低成本預算的影片中。使韋恩大獲成功的影片是
由約翰•福特執導的《關山飛渡》（1939）。從此，
他便以演出西部片和戰爭片中的硬漢而出名。韋
恩是那個年代所有美國人的化身：誠實、有個性。

名言：“我從不相信一個不喝酒的男人。”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馬丁•路德•金是個極其聰明的學生，在演說
方面也很有天賦，小時候就立志要成為一個牧師
。在考入莫爾豪斯大學後，他選擇了克魯澤神學
院。在聽說了有關印度英雄甘地的故事後，他為
甘地的和平抵抗方式著迷。黑人羅薩•派克斯
在公共汽車上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馬丁公開支
持羅薩，他也因此成了種族主義者的目標，他的
房子還因此而被炸毀。但這絲毫沒有嚇倒馬丁，
他繼續為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而四處奔走。他積極
倡導民權運動，呼籲美國轉變歧視黑人的觀念。
1968年被暗殺。

名言：“一個人如果一直沒有找到值得他為之
獻出生命的東西，那麼他就沒必要再活下去了。”

邁克爾•喬丹（Michael Jordan）
成為邁克爾•喬丹式的人物，是所有美國人的

夢想。邁克爾•喬丹來自紐約的布魯克林區，後
來進入北卡羅萊納大學學習，在那裡，他的籃球
天賦開始顯現。加盟芝加哥公牛隊後，喬丹率隊6
次獲得 NBA 總冠軍，5 次贏得最有價值球員
（MVP）的稱號。兩度宣佈退役，又兩度宣佈複出，
最終於2003年從華盛頓奇才隊退役。據估計，截
止2002年，飛人喬丹的財產總數為4億200萬美
元。喬丹是美國最偉大的籃球運動員。

名言：“我可以接受失敗，但無法接受放棄。”
James Dean
詹姆斯•迪恩

詹姆斯•迪恩在加利福尼亞學習表演和法律
時，偶然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表演了一次，便走紅
起來，隨後他離開加利福尼亞去了紐約，在百老
匯名聲大噪。他輕柔自然的表演打動了華納兄弟
娛樂公司，他們與迪恩簽了拍電影的協議。到
1955年車禍去世之前，他一共演出了3部影片，
其中兩部是在迪恩死後才開始放映。《伊甸園以
東》、《沒有動機的叛變》和《巨人》贏得了廣泛的
好評，讓美國人首次看到
了“另一種風格”的表演。
藝術家沃赫爾•安迪稱，
迪恩“是我們那個年代被
損壞卻又美麗心靈的代
表”。

名言：“人類因夢想而
永生；失去夢想，生與死
無異。”
弗 蘭 克 • 西 納 特 拉
（Frank Sinatra）

弗蘭克•西納特拉是
最受人歡迎的美國歌手。
在他還是一名體育記者
的時候，他開始選擇將歌
唱作為自己的第二職業，
1942年開始了獨唱生涯。
他的歌曲感情真摯，極受
樂迷的歡迎。後來，與薩
米•戴維斯迪恩•馬丁、
卓依•比紹普以及皮特
•勞福特一起，成立了一
個娛樂組織“老鼠帕克”。
作為 20 世紀最偉大的演
藝人士，他有理由成為美
國人的精神偶像。

名言：“朋友不要強求。
”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
明威（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期間做過救護車司

機，還是西班牙內戰和二戰期間的戰地記者。他
的幾部著作描寫了自己作為一個美國人在20世
紀二十年代流亡的經歷、在非洲打獵的體驗以及
在古巴海邊釣魚的感受。精煉直截的文學風格成
為他的商標。海明威的作品贏得過普利策獎和諾
貝爾文學獎。他最終選擇用自殺結束生命。他是
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巨匠之一。

名言：“所有的罪惡都始于清白。”
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

裡根是作為美國第四十任總統而為世人所熟
知的，但他最初只是一個電臺播音員和一位好萊
塢電影演員。在他首次入主白宮後不久，便遭到
瘋狂的朱迪•福斯特影迷的刺殺，而刺客刺殺總
統的惟一理由，僅僅是希望引起朱迪•福斯特的
注意。逃過一劫後，裡根開始全力對付蘇聯。有人
認為，正是裡根的“星球大戰計劃”，使蘇聯被軍
備競賽所拖垮，最終導致了冷戰結束。在美國逐
漸轉向重商主義的年代後，裡根一直試圖向世界
表明：美國就是世界的中心。
名言：“偉大的美利堅應該從事與自己相配的事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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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日常生活小提醒
來美初期，緊張興奮是在所難免，而

且往往會求好心切，希望能趕快融進
美國社會，但別忘了自己來自他國，國
情文化有很大差異，若有任何不順利，
不需要覺得特別沮喪。不恥下問可以
為你解決文化差異的障礙，多看多聽
多開囗，敞開胸懷，以獨立自主積極主
動的處事態度去克服初期的挑戰。退
卻，或依賴同學會或學長都只會使自
己更無法學習到在異鄉解決問題的方
法，既然有飄洋過海的勇氣，就應該有
接受挑戰的志氣。結交外國朋友，增廣
見聞，提升英文程度。獨立解決問題的
機會愈多，英文進步也就愈快。大部分
老美都很熱心，也很體諒語言溝通不
暢的處境，若能以懇切的態度向他們
請教，他們很少會當面拒絕。「Excuse
me！」 是一句很好用的開場白，尤其是
老先生、老太太會樂意告訴你他們的
經驗及告訴你正確的用法，因為這會
重建他們貢獻人群的信心。此外，日常
生活中遇有委屈，特別是銀行、信用卡
公司寄來的對帳單有誤時，千萬別隱
忍下來。美國是個權利義務分明、顧客
至上的社會，你應盡速表達你的不悅，
並修正他們的錯誤，才不致造成損失
又換來一肚子氣。

美國人一般性情開朗、樂於交際、
不拘禮節。第一次見面不一定行握手
禮，有時只是笑一笑，說一聲“Hi”或

“Hello”就算有禮了。握手的時候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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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別的時
候，也只是向大家揮揮手或者說聲“再
見”、“明天見”。但如果別人向他們致
禮，他們也用相應的禮節，比如握手、
點頭、擁抱、行注目禮等。在美國如果
有客人夜間來訪，主人穿著睡衣接待
客人被認為是不禮貌的行為；當被邀
請去老朋友家做客時，應該預備小禮
物；在朋友家做客時，打長途電話要經
過主人同意，離開的時候，要留下電話
費.

在美國，如果要登門拜訪，必須
先打電話約好；名片一般不送給別人，
只是在雙方想保持聯繫時才送；當著
美國人的面想抽煙，必須問對方是否
介意，不能隨心所欲。

在美國，如果要登門拜訪，必須
先打電話約好；名片一般不送給別人，
只是在雙方想保持聯繫時才送；當著
美國人的面想抽煙，必須問對方是否
介意，不能隨心所欲。

一般樂於在自己家裡宴請客人，
而不習慣在餐館請客。不喜歡清蒸和
紅燴菜肴。不喜歡過燙過熱的菜肴，喜
歡少鹽味，味道忌鹹，稍以偏甜為好。
喜歡喝可口可樂、啤酒、冰水、礦泉水、
威士忌、白蘭地等。不喜歡人在自己的
餐碟裡剩食物，認為這是不禮貌的。喜
愛中國的蘇菜、川菜、粵菜。

昵愛白色，認為白色是純
潔的象徵；偏愛黃色，認為
是和諧的象徵；喜歡藍色
和紅色，認為是吉祥如意
的象徵。喜歡白貓，認為白
貓可以給人帶來運氣。

美國人對握手時目
視其它地方很反感。認為
這是傲慢和不禮貌的表示
。忌諱向婦女贈送香水、衣
物和化妝用品。美國婦女
因有化妝的習慣，所以他
們不歡迎服務人員送香巾
擦臉。

在美國千萬不要把
黑人稱作“Negro”，最好用

“Black”一詞，黑人對這個
稱 呼 會 坦 然 接 受。因 為
Negro 主要是指從非洲販
賣到美國為奴的黑人。跟
白人交談如此，跟黑人交
談更要如此。否則，黑人會
感到彌對他的蔑視。

忌諱別人沖他伸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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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諱數字“13”、“星
期五”等日。忌諱問個人收
入和財產情況，忌諱問婦女婚否、年齡
以及服飾價格等私事。忌諱黑色。認為

黑色是肅穆的象徵，
是喪葬用的色彩。特
別忌諱贈禮帶有你公
司標誌的便宜禮物。
因為這有義務做廣告
的嫌疑。
◆小費問題

舉凡搭計程車、
到餐廳吃飯、服務生
或機場人員代提行李
，都須給小費。小費雖
然是自由心證的行為
，但有一約定俗成的
習慣，最好能入境問
俗，以免出醜。一般而
言，到餐廳吃飯，付小
費約為百分之十至十
五左右。而在自助餐
廳吃飯一般不需給小
費，但若有人倒茶水，
並殷勤詢問需求，則
可依人數酌給小費。

晚間用餐小費需比白天多一些。小費
是對服務品質的一種評估，有些服務
生為了多賺小費會表現特別熱心，不
時殷勤詢問。不必管服務生的眼色，你
可依自己對該餐廳及該服務生的滿意
程度付小費，多給或少給沒有人會干
涉。但切記千萬不要以 penny 付小費，
當penny丟在桌上，儘管你付小費很多
，很可能會被服務生誤解為不滿其服
務，是一種羞辱的舉止。因此除非服務
實在是太差了，否則絕不可在小費中
放置任何penny，當然若你以信用卡付
帳，而將小費與用餐金額湊整，則不在
此例中。

搭計程車時，可將零頭當小費。至
於提行李部分，則通常論件計算，一件
一元，而當自己行李太多時，則不妨多
給一些，以酬勞他們以勞力為你服務。
理髮廳的理髮師、美容師也要給小費，
約為百分之十五至廿左右。至於加油
站服務人員、飯店櫃檯人員及電影院
帶位人員等則不需給。若不清楚在什
麼情況下該給小費，宜事先詢問友人。
◆建立優良的信用記錄

各種帳單應準時支付，帳單上多
會載明付費截止日期，最好能夠提早
一周左右支付。萬一誤時，不僅可能會
遭罰款，同時也會使自己信用掃地。銀
行存款也應隨時保持在足夠支付帳單
的金額以上，若遭跳票，也會影響信用
。
◆一般辦公時間

美國大部分商店營業時間是星
期一到星期六，上午九點半或十點至
下午五點或六點左右。在購物中心的
商店則有些營業到晚間九點。星期天
也會自中午以後開到六點。一般公司
則是朝九晚五，星期六、星期日放假。
銀行營業時間比較短，多半是星期一
到星期五上午九點至下午三點，有些
銀行星期五會延長營業時間至下午六
點，星期六上午也會從九點開放到十
二點。不管公司行號、購物中心、學校，
一般是沒有午休的。在學校，中午也照
常上課。這一點，對習慣睡午覺的同學
是比較難適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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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美國大學校園風情
1、想在美國大學混文憑是死路一條

（美國小學、中學沒有過多的硬性考
核指標，而進入大學就面臨嚴格的考
試過關，所選修學科不達標就不能畢
業。）

在南京大學讀完碩士研究生後，我
被招錄到美國設在南京的一家審計事
務所工作。在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時
下，這個條件和門檻相當高的外企的
確是令人垂涎的肥缺。因不安現狀，工
作一年多後，我又放棄了這裡的優厚
待遇，去美國萊思大學讀MBA。

萊思大學在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
有100 多年的歷史，校風端正，治學嚴
謹，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校園學習氣
氛濃郁。進入校門，可見教室裡、樹蔭
下、草坪旁，到處都有莘莘學子勤奮讀
書的身影。

美國的教育與中國截然不同，他們
小學、中學強調素質教育，張揚個性，
尊重學生的選擇，沒有過多的硬性考
核指標，所以美國的青少年自由、歡樂
、無憂無慮。而進入大學，就面臨嚴格
的考試過關，緊張、壓力大。國內從小
學起就按考分排位，兒童時代就被分
數的大山壓得難以喘息，過了高考的
最後衝刺，進入大學後方可鬆口氣。

我在國內大學讀了七年商務英語，

又在外企工作了一年多，自認為英語
已運用自如，但剛到美國時，仍面臨語
言關問題。這裡的英語帶有地域性很
強的得州腔，很彆扭，如同徐州人聽陝
西話。我好幾個月後方能適應。

美國的大學考試嚴格，所選修的學
科如果不達標就不能畢業，想在這裡
混文憑那是死路一條。我一年來的學
業一直是在緊張吃力中完成的。

不過課餘生活豐富多彩，讓我終生
難忘。
2、體育明星是美國大學的驕傲

（喬丹曾就讀過的高中和大學為他
塑雕像；在校園裡，橄欖球隊員甚至有
自己專屬的停車位。）

美國大學重視體育，體育明星是大
學的驕傲。如籃球名將喬丹，他就讀過
的高中和大學都為他塑了雕像，以培
養了籃球明星為榮。

橄欖球又稱美式足球，緊張刺激，生
動有趣，是美國最受歡迎的一項體育
運動，幾乎每個學校都有橄欖球隊。所
以橄欖球隊員是學生中的驕子，在學
校最受歡迎，也是女同學最崇拜的偶
像。在校園裡，橄欖球隊員甚至有自己
專屬的停車位。週末，我們學校常組織
和其他學校的比賽。我雖然對美式足
球一竅不通，但為本校的榮譽，樂意為

他們忙前忙後，從中也體
驗到美國人對美式足球
的狂熱。

那天，我們學校與得州
公立大學隊比賽橄欖球。
我們早早來到尚未開賽
的體育場，場內氣氛熱烈
但涼風習習，7 萬人的寬
大 賽 場 空 調 居 然 打 到
20℃。可見為了喜愛的運
動，美國人是不惜浪費能
源的。

我校的橄欖球隊水平
一般，加之校方重視不夠
，只派了我們幾十個少得
可憐的親友團和拉拉隊
坐在角落裡，從拉拉隊的
規模看，我們首先在陣容
上就輸給了對方。得州公
立大學隊伍整齊，聲勢浩
大，拉拉隊吹著號角，排
著整齊的方隊入場。整個
體育場泛著橙色的波浪，
身著橙色校服的得州公立大學生占了
全場的四分之三。

為了贏球，他們連吉祥物公牛都帶
來了（公牛表示淡定），整場比賽當然
是一邊倒。我們喊破了嗓子也無濟於

事，他們不僅贏了球也贏了氣勢。
3、有趣但恐怖的校園暗殺遊戲

（遊戲規則規定，每人發一把小水槍
，對照所分的暗殺對象照片查找，發現
目標用小水槍擊中即為暗殺成功。）

學校有免費的早餐，一般是麵包、雞
蛋捲、蔬菜、水果、咖啡，還有果汁。一
天早晨，我吃完免費早餐去上課，遇到
外班的一個同學，我們便開始聊天。聊
著聊著，他突然掏出一把小水槍，把水
射到我身上。我吃了一驚，然後大笑，
說兄弟你這年紀還玩小水槍，也忒裝
嫩了吧？沒想到那個老兄很嚴肅地看
著我說：“你死了！你被我暗殺了……”

我這才想起，這是我們老師安排的
課外活動，我們都參加了系裡組織的
一個暗殺遊戲！

遊戲規則規定，每個參加遊戲的人
發一把小水槍，然後對照所分的暗殺
對象照片查找，發現目標用小水槍擊
中即為暗殺成功。成功後可繼續殺暗
殺對象要暗殺的人（即傳遞目標），直
到最後一個人獲勝。不過不可以在上
課時候玩，因為老師是警察，被老師發
現了就直接淘汰了。外國網站很流行
玩這個遊戲，大家互相不認識，被默默
分配到暗殺任務。有人請假到暗殺對
象的公司樓下埋伏，有人原本開車上
班，為了完成暗殺任務改成擠公交車。
平時還得戴著帽子和墨鏡偽裝自己。
我猜想，這大概是美國校園經常出現

槍殺事件，老師為了鍛煉學生的防範
意識，讓學生在這個持槍合法化的自
由國度裡時刻提高警惕，防止無端成
為暗殺的對象。

這遊戲雖有趣，想來卻有幾分恐懼。
4、舉辦中國式派對慶祝中國國慶節

（中國同學分別做了足量的菜，帶到
一個同學家裡，然後叫上全班同學嘗
嘗我們自製的中國菜和中國酒。）

和中國的聚會不同，美國的派對一
般只給酒不給飯，既簡單又節省。入學
不久我參加了一個美國同學搞的 te-
quila tasting party（龍舌蘭品酒會），只
提供幾瓶龍舌蘭還有幾包薯片。美國
人真小氣，沒有什麼可口的菜，聚會光
熱鬧，但缺少中國式的地主情誼。

2010 年 10 月 1 日，我和幾個中國校
友一起搞了個 Chinese Wine and Food
Tasting Party(中國品酒品菜會)，叫上全
班同學嘗嘗我們自製的中國菜和中國
酒。美國的白酒很貴，二鍋頭都要15美
元一瓶，我們都是窮學生，就準備了一
瓶汾酒，一瓶二鍋頭，一瓶花雕，還有
一百多瓶啤酒，8個中國同學分別做了
足量的菜，帶到一個同學家裡。

聚會的主題是慶祝我們的國慶節，
海外遊子懷念祖國，大家思鄉之情油
然而生，我們唱著中國歌曲。美國同學
聽不懂，但能猜出大概意思，也高興地
詠之蹈之，加上白酒的烈性，他們一個
個興奮得躺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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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放社區有風險如何
保障住家安全

其實，在不少歐美國家，走出樓門就
是公交車站。有報道稱，“股神”巴菲特
的住宅也沒有圍牆，沒有鐵門，更不是
大院子。只是一棟灰色的小樓，緊挨著
旁邊的馬路。

對於這樣的居住習慣。今晨，美國規
劃院校聯合會(ACSP)全球規劃教育團
體聯合主席德登•魯克馬納告訴《法
制晚報》記者，住在這樣的社區有很多
便利設施，包括公園、運動場等。而這
些設施由當地城市行政管理部門來建
造。至於安全上的顧慮也並非沒有，而
是通過增加警力配置和街坊監控鄰近
地區來進行管控。

長期居住于日本的亞洲通訊社社長
徐靜波則告訴記者，日本的開放式社
區使得整個街區很漂亮。“由於小區並
非封閉，公共區域的分界線都是通過
植樹來實現，放眼望去不是圍牆而是
綠化”。

本報記者採訪四位專家，探討為何
開放式小區已然成為一種趨勢。
當地人為何青睞開放式社區?

巴菲特住房是美國住宅文化的一種
縮影，在幾乎所有的美國小區，很少見
有一道聳立的圍牆，小區道路一般不
會太寬敞，雙向兩車道，社會車輛也可
通行;即使是富人所在的別墅區，也是
開放式的，屋門之外是自家草坪，自家
草坪外就是馬路，最多是個綠化帶或
用低矮籬笆隔開。

德登•魯克馬納接受法制晚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大部分美國住宅社區是
開放式的。根據美國社區調查，大部分
美國城市擁有的封閉式社區數量少於
10%。在美國，主要有兩種封閉式社區，
圍牆社區和訪問控制社區。

不過，選擇封閉式社區的家庭主要
是出於安全和名聲威望的理由，而其
又與收入水平沒有直接聯繫。儘管不
少封閉式社區的業主有著高收入而且
社區有著主要的安全入口，但是大部
分封閉社區住著中等收入的租戶。

魯克馬納說，美國公眾更傾向於居
住在開放式的社區，因為住在這樣的
社區公眾可以方便使用社區內的道路
和便利設施，包括公園、運動場等。這
些設施應該由當地城市行政管理部門

來建造。而這些設施不應該屬於整個
街區的居民，而是整個城市的居民。
就沒有安全等問題的擔憂?

魯克馬納稱，開放式的社區當然也
有一些麻煩，例如交通、噪音、空氣污
染以及安全性降低等。在美國，開放式
社區的安全問題主要用兩大方式來幫
助改進，並保障居民的安全。

第一是增加這些鄰近地區的警力配
置，增加當地社區巡邏和控制的警力。
第二是實行對鄰近地區進行監控的措
施。街區監控是當地居民發起的“警戒
項目”，目的是為了防止犯罪特別是偷
盜行為。居民被鼓勵去觀察監測他們
所在的社區，向當地警方報告任何可
能的犯罪行為。

據法晚記者瞭解，這樣的監控又稱
為“犯罪監控”或是“鄰里犯罪監控”，
是有組織的市民團體在街區內致力於
防止犯罪或是破壞的行為。而美國
現有的監控系統從上世紀60 年代
就已經開始發展。一個街區監控可
能只是一個鄰里協會及其他社區
協會組織而成。
日本•國情需要 決定開放式社區
有幾大因素?

日本北海商科大學石原享一教
授則告訴記者，在日本，開放式和
封閉式的住宅小區都有，但是大多
數公寓是開放式的，別墅式的住宅
才有門扉和低矮的圍牆。

石原教授說，日本建立開放式社
區還是封閉式社區主要由幾個因
素決定，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成
本。相比于開放式社區，封閉式社
區需要更多費用和地基。
“日本明治維新之前，那些豪宅

也是有圍牆的。”亞洲通訊社社長
徐靜波講述，由於土地少，封閉式
建築造成很大浪費，日本開始此後
按照歐美建設方式，逐漸打開社區
。
有一套怎樣的安保高招?

對於國內普遍擔憂的安全問題，
他說，首先，日本國內社會治安比
較好，小學生都是自己走著上學。
其次，當地小區樓內大堂都有管理
人員或者電子密碼鑰匙。

“就是小區有
牆，也存在翻牆盜
竊等問題，所以圍
牆並不是小區治
安的主要保障。”
徐靜波說，社區開
放的一個前提就
是安保，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措施。在日本，一棟樓的進出
都有大堂，方便人們進出之餘，可通過
管理人員和電子密碼鑰匙保障小區居
民安全。

石原教授表示，封閉式社區會擴大
社會差距，形成一個特權階層。
深度思考 開放式社區將面臨哪些挑
戰?
“以前香港的深宅大院、豪宅大多都

有高高的圍牆，上世紀90年代，這種建
築傳入中國大陸。越是豪宅，越有高牆
。”徐靜波分析說，如今有部分中國百
姓暫時不願小區開放，一是擔心安保，
另外就是面子問題。他們認為有高牆
的小區就意味著體面。不過，這是一種
土地資源的浪費。

徐靜波說，在日本，小區內並沒有自
己的花園，都是政府出資建立，所有社

會人士都可以使用公共花園。而這種
小區居民的負擔也將減少。日本居民
買房買的就是使用面積，而在國內還
要分攤各種公共面積。

對此，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
“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薩斯基婭•
薩森告訴法制晚報記者，中國人口、汽
車、公交、自行車等數量眾多，因此非
常理解政府現在想要更好地利用城市
空間。相信中國政府想要做的，也是現
在全球大部分地區流行的模式，那就
是城市空間是開放的空間，即便非常
富有的人也總能找到保護的方法，但
是公共的道路和公園應該從原則上來
說是開放的。
趨勢觀察 為什麼封閉式社區如今行
不通?

西方很多國家的城市，都採用街區
制的規劃建設方式。所謂街區制，實際
上是由城市主幹道圍合、中小街道分
割、路網密度較高、公共交通完善、公
共服務設施就近配套的開放街區模式
。其最大的優勢在於，能夠使得城市生
活更便捷、交通循環更通暢以及使得
文脈得以傳承。
“封閉式社區”在西方和全球的大部

分地區有著很多消極的含義，他們認
為這些私人的、被圍牆圍起來的空間
大部分是富人居住的地方。她告訴記
者，封閉式社區如今在全球的很多地
方已經成為精英階層和富有的中產階
層“小小的堡壘”。

從一個大型城市的角度來看，他們
是消極的，因為實際的城市是開放而
且流動的。圍牆包圍起來的空間並不
利於城市發展。這在西方有著非常激
烈的辯論。特別是在拉美、非洲和亞洲
的部分地區，封閉式社區是富人和上
層中產階級的優先選擇。他們想要建
立被保護的“領土”，將大眾排除在外，
以便有著自己的發言權。

在這方面，印度是最為知名的例子。
此外，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亞洲其
他地方也會看到這樣的例子。這些社
區居住的都是富有的上層及中產階級
。這也是全球大部分地方富有上層及
中產階級一大現象。

因此薩森表示，在全球大部分地區，
道路和大小型公園組成了“城市空間”
，而且是開放的。相比之下，“封閉式社
區”是有錢人的一種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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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人文交流人文交流 促中外民心相通促中外民心相通
本报记者 贾平凡 张 盼 刘 峣

盘点过去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就，政
府工作报告特别指出，经济外交、人文交流成果
丰硕。

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
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夯实中外
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
要途径。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
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
进，中外人文交流呈现快速化、多元化、品牌化
发展趋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两会代表委
员们纷纷表示，中外人文交流蓬勃发展，将有力
推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有助于推动全球
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 异彩纷呈

震撼人心的舞蹈剧场，灵动惊艳的街头快
闪，跨越万里的运河采风……2018 年 11 月，在
美国的伊利运河和巴拿马的巴拿马运河河畔，中
国舞蹈剧场《遇见大运河》完美诠释了中国大运
河的千年古韵，也给当地民众留下关于中国文化
的美好记忆。

“自2014年5月首演以来，《遇见大运河》已
经沿着运河走了 5 年了。”全国人大代表、杭州
歌剧舞剧院院长崔巍介绍，2014年6月22日，中
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

《遇见大运河》 演出为之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
围。5年来，除了在中国大运河沿线的6省2市进
行巡演外，演出团还先后走进法国、德国、埃
及、希腊、美国、巴拿马 6 国的运河城市巡演，
向世界讲述中国大运河的千年传奇，所到之处反
响热烈。

“在巡演中，每到一座城市，我们都会将当
地特色的人文风情元素与剧情巧妙融合在一起，
谱写一部没有句号的文明史诗。”崔巍说，运河
文化是世界共同的文化记忆，是世界人文交流的
重要连接点。世界文明只有交流互鉴，才能迸发
活力，引发共鸣。

近年来，中国对外人文交流呈勃发之势，文
化“走出去”“请进来”步幅不断加大，形成了
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人文交流品
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
说， 2018年，中国美术馆先后牵头成立了“金
砖国家美术馆联盟”“丝绸之路国家美术馆联
盟”，组织了20多个国家到中国美术馆办展，并
组织相关研讨会。

“许多国家美术馆馆长是第一次来中国访
问，从北京到敦煌，一路上，他们为中国社会
发展所呈现的蓬勃向上的气象赞叹不已。”吴为
山说，中国美术馆从馆藏的 61 个国家 3500 件作
品中遴选出 224 件，举办“美美与共”主题展，
引发世界关注。同时，中国美术馆拿出代表中
国近现代美术的大师作品，赴韩国、法国、墨
西哥、希腊、德国等国家展出，所到之处，“中
国热”火速升温。

“2018 年，江苏省演艺集团自主拍摄的锡剧
4K电影《珍珠塔》，斩获美国第15届世界民族电
影节‘最佳音乐电影奖’，江苏戏剧文化魅力征
服国际舞台。”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演艺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军介绍，去年，借助“感知江
苏”“符号江苏”“精彩江苏”等系列文化活动平
台，集团完成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43 项，国外受
众达 2.6 万人次，足迹遍布英国、美国、冰岛、
荷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副
院长张婧婧说，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行业背景、学
科特色鲜明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积极主动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先后在法国卢浮宫、
英国剑桥大学、希腊亚洲博物馆、法国大皇宫、
纽约联合国总部等重要场所举办师生陶瓷艺术作
品展，主办了 20 余次陶瓷工程、艺术、文化、
教育类国际研讨会，并在韩国、中国澳门建设海
外陶瓷文化交流中心，探索实施中华陶瓷文化传

播工程。其中，“JCI－WVU 国际陶瓷艺术家工
作室”项目，曾被美国国务院出版的《中美关系
200年》列为“中美民间交往的典范和新高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黄平在回顾过去一年中外人文交流成果时认
为，中外人文交流不仅表现在大量的中国文化

“走出去”，也包括世界各国的机构和人员“走进
来”。丰富多样的人文交流活动，消除了隔阂，
凝聚了共识，巩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信任和友
谊。

多元媒介 创新表达

“人文交流在助力大国外交方面功不可没，
其中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孙宝林说。2018 年 4
月 27 日，在湖北省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同来华
进行非正式会晤的印度总理莫迪参观精品文物
展。2017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习
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迎接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走走停停间，
千年沧桑，时空激荡，尽收眼底；而谈笑间，国
与国交往的佳话也悄然嵌入历史的长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粤剧院副院长曾小敏认
为，人文外交具有其他外交形式所不具备的独特

性：柔软似水、平和直观、易于接受。这种
“柔”性和“软”性直抵人心，促进人与人之间
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沟通，使得人文外交在国家
对外交往中被广泛运用，被誉为“外交中的外
交”。

除了元首外交引领人文交流外，近年来，随
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开展中外人
文交流的媒介和平台日趋多元，高级别人文交流
机制不断创新，各领域人文交流的内容、形式、
工作机制日益改进，人文交流与合作理念融入对
外交往各个领域。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
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表示，随着世界了解中国
的愿望日益增强，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推动建
立了中俄、中美、中欧等8个总理级的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动
力。

今年 10 月，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在武
汉举行；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及杭
州亚运会将相继举行……从举办奥运会到冬奥
会，体育赛事已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方式。

“在国际体育界，中国正越来越多地承担体
育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奥
委会副主席李玲蔚说，大型综合运动会的举行就
是一场“小外交”，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开放成就
和城市面貌的窗口。

去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杨氏太极拳传承人杨振河，在河北省邯郸市永
年古城建立了太极历史博物馆。他认为，通过把
中国的太极拳发扬光大，特别是扩大太极拳的国
际影响力，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并热爱中华文
化。

张婧婧表示，在英文中，China是中国，而
china 是陶瓷。陶瓷，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
符号之一，曾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商
品之一，现在也是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讲
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文化媒介。

今年元宵佳节，名为“好山好水好人好茶，
水韵丝路墨舞茶香”的中新文化交流活动在新加
坡举行。作为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严彬表
示，“好山好水”“好茶好字”是中国靓丽的文化
名片，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把“美丽中国”、“绿色
中国”介绍给更多人。

以人为本 兼收并蓄

未来，应如何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
交流方式，提高对外人文交流水平？

许荣茂表示，要改进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
充分利用互联网和虚拟平台，输出更多关于中国
传统文化、流行文化、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外
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特别要做好青年群体的
人文交流，为中外友好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还
要支持新兴行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出
海”，带动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走
出去”，让“中国美学”和“中国智慧”成为人
文交流中的亮点。

中国文化要从“走出去”发展为被“请过
去”，掌握“走出去”的主动权。吴为山认为，
一是要选择好题材，不仅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更要传播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文化。二是要
把握好态度，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兼收并
蓄，守正创新。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应
大力推进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
馆、图书馆、美术馆联盟的各项交流工作，全面
夯实互联互通的文化基础。

孙宝林认为，印刷是中国古老的四大发明之
一，除了做好研究保护工作，未来还要借助互联
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为印刷文化赋予现代
的传播形式，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组织更多的
海内外双向研学项目和文创活动，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中国的印刷艺术之美，将中国传统文化更好
地传承下去。

李玲蔚建议，应当利用举办大型综合运动会
的契机，在赛事筹备和举办的过程中注重文化交
流，重视无形的赛事遗产。

“我非常希望让全世界的运动员对比赛场馆
和北京冬奥会有强烈的归属感，为奥运留下运动
员的拼搏故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2022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透露，在北
京冬奥会期间，中国将在奥运村中设计一系列文
化活动，为各国运动员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

柯军表示，未来，在艺术实践中，要更注重
以开放的姿态，加强与海外合作交流，讲好故
事、传播理念、激发共鸣，让具有江苏特色的优
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光彩。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广
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东盟研究院院长宁凌
提出 3 点主张：首先，加强和深化中外人文交
流，要使人民成为交流的主体，扩大中外民众的
参与度和受益面；其次，强化特色，重点支持汉
语、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以及其他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最后，提升
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引进海外先进的文化
成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文化需求。

黄平希望，对外人文交流既要更加紧密地配
合中国的总体外交，也要更加有针对性，形式也
要多样化。同时，人文交流一定是双向乃至多向
的，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促进世界的持久
和平与共同发展。

图为2018年景德镇陶瓷大学举办的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感知中国—魅力陶瓷”活
动现场，外国留学生在观摩陶瓷制作。 （张婧婧供图）

图为2018年11月28日，江苏省东海县外国语学校，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的国际研修生
兼外语老师身着汉服体验中国水彩画。 张 玲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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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第52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 WorldFest）
新聞發布會於3月14日下午2點在西休斯敦威斯汀紀念城酒店
Magnolia廳舉行。

作為世界上最悠久的獨立電影節，休斯敦國際電影節前身
是1961年成立的國際電影協會，後於1968年演變成為比賽性
質的國際電影節。作為連同舊金山和紐約電影節在內的北美三
大國際電影節之一，它以評選並支持優秀獨立電影而聞名。

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主席亨特•托德（Hunter Todd）先生
主持當天新聞發布會。中國總領館鄭文領事，電影節執行主席
及亞洲區總負責人張玲女士，電影節藝術及項目總監凱思林
（Kathleen）女士，休斯敦華裔著名影星周潔女士及陳燁女士
等出席了新聞發布會。參加的眾多媒體有美南新聞、新華社、
美國中文電視等。

首先，亨特•托德主席正式宣布，第52屆WorldFest（世
界集）-休斯敦國際電影&視頻節將於2019年4月5日-14日，
在休斯敦位於紀念城路310的Cinemark 16（喜滿客）舉行，
共計10天。電影節將為獨立電影藝術的創意優秀作品頒發雷
米獎。

亨特•托德主席發言稱，聞名世界的導演斯皮爾•伯格、
喬治•盧卡斯、李安、惠特利•斯科特、科恩兄弟都是在休斯
敦獨立電影節上摘得人生第一個重要獎項的。本屆將會有來自
74個國家的超過1000個國際電影製作人攜200多部影片參加
為期10天的盛會。這200多部影片的製作人、導演、編劇和演
員都是不知名的新人，但他們將成為下一個斯皮爾•伯格、喬
治•盧卡斯、李安。

亨特•托德主席還提到，去年他做客上海國際電影節，與
上海國際電影節及北京國際電影節簽署了姐妹合作備忘錄，以
向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提供最優秀的中國電影，其中一些會在即
將到來的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上展映。

亨特•托德主席還重點介紹了今年全球獨立製作電影最新
的，激動人心的進展及幾大亮點。第52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
，將有超過70部首次公演電影，108部獲獎短片，露天夜電影
及香檳酒會，九大專業電影製片研討會，頒獎盛會及雞尾酒會
，電影節夜晚俱樂部，休斯敦NASA及太空中心VIP遊，休斯
敦遊艇俱樂部賽船會及德克薩斯燒烤，以及閉幕夜電影。還有
，VIP嘉賓龐大陣容，美麗紅毯秀。也都會提供專屬機會，促
成潛在的未來合作項目。電影節還有“國家地理髮現”式榜單
，包括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李安，科恩兄弟，布萊
恩•德•帕爾瑪，喬納森•戴米，約翰•弗蘭肯海默，霍爾•
哈特利，大衛•林奇，保羅•馬祖斯基，羅伯特•羅德里格茲

, 萊斯利•林卡•格拉特, 阿
格涅絲卡•霍蘭，簡•坎皮
恩，迪帕•梅塔, 加文•胡
德，還有更多。
4月13日的雷米獎頒獎典禮
也將在休斯敦威斯汀紀念城
酒 店 （Houston Westin
Memorial City Hotel ）舉行
。 4月14日，電影節閉幕式
當天，休斯敦遊艇俱樂部將
做東，舉辦賽舟會，提供德
克薩斯燒烤，為閉幕式獻上
精彩的活動。

電影節藝術及項目總監
凱思林（Kathleen）女士和
休斯敦華裔著名影星陳燁女
士做了精彩發言。陳燁女士
提到李安導演剛出道時曾參
加過休斯敦電影節並獲獎，
並由此走向輝煌的成功。因
此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也被稱
為“明星導演誕生地”。
隨後，亨特•托德主席隆重
介紹電影節執行主席及亞洲
區總負責人張玲女士出場，並請張玲女士作重要講話。張玲女
士重磅介紹，第 52 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將全新開展
“Worldfest聚焦亞洲”活動，即將展示15部首次公演中國故
事片。其中有孫傳林先生導演的《我要去遠方》，呂樂先生導
演的《找到你》，韓東先生導演的《在碼頭》、任文先生導演
的《最後的日出》。另有數部中國短片，休斯敦電影節觀眾藉
機可欣賞新生代中國電影。這是中國之外的電影節里關於新生
代中國電影的最大亮點。此次來自亞洲的龐大電影人陣容有奧
斯卡金像獎終身評委盧燕女士，知名導演李前寬先生、知名導
演張紀中先生、知名導演肖桂雲女士、知名導演王學新先生，
著名影星劉曉慶女士、休斯敦華裔著名影星周潔女士及陳燁女
士，著名編劇劉毅先生。此次出席的還有原國家廣電總局電影
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現任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會長楊步亭先
生。張玲女士也熱切地呼籲，能夠有越來越多的亞洲專業電影
人，以及支持電影事業的個人及團體，積極地投身於休斯敦國
際電影節這樣的活動中來，讓中國紅的英姿，讓亞洲的電影魅

力，在全世界綻放。
毫無疑問，今年激動人心的榜單還包括更多躋身於電影大腕之
行列的才華橫溢的電影製作人。

此次“聚焦亞洲”活動，獲得了中國駐休斯敦大使館及總
領館的支持。總領館鄭文領事發言並接受了媒體採訪。他稱，
中國電影業近些年發展迅猛，已經飛速地成為世界第二大電影
市場。鄭文領事希望今年的休斯敦電影節上中國版塊取得圓滿
成功。

最後，亨特•托德主席宣布新聞發布會圓滿落幕，並邀請
參會媒體及客人愉快享受開放式酒吧，及大廚準備的開胃小吃
。他們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中就此次新聞發布會展開了更多交流
。
3月14日下午4點，新聞發布會圓滿結束，讓我們對接下來的
2019年4月5日至14日的第52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拭目以待
。

第52屆休斯敦國際電影舉行新聞發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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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聲》合唱團供稿]“暮窮千里路，更上一層樓”。 《疊聲
》合唱團繼20週年演唱會之後，重新踏上攀登合唱藝術的新高之路
。 3月23日，《疊聲》合唱團將為廣大的休斯敦朋友們獻上一台精
心準備的歌宴，我們誠摯的敬請愛樂的朋友們前來品嚐！

今年《疊聲》合唱團再次榮幸地請到了Dr. Jaber 做我們的指揮
Lawrence 先生做我們的鋼琴伴奏。在這一年多中，兩位團長和四位
藝術小組的老師們，同心協力，金誠合作，在排列中無私奉獻出了
大量的心血和時間。團員們傾力親和地積極參與，努力不懈的投入
到排練中。大家共同認識到“音樂藝術是永無止境的”！藝術沒有
最好，只有通過我們的努力做得更好。目前，全體團員正緊鑼密鼓
地投入到緊張的排練之中，努力認真地準備這場《音樂與我們同行
》的演唱會。

音樂是一種世界語言，是無國界的藝術。合唱藝術又是一種將
音樂與語言結合的綜合藝術，合唱有著天然的敏感，變幻豐富的和
聲，音響效果富於表達內涵的情感，形成鮮明獨特的風格。

“疊聲”這次演唱會包括：八首混聲大合唱曲、四首男聲合唱
、兩首女聲合唱曲、一組台灣民謠的混聲小組唱，還有兩首女聲小
組唱。歌曲包括用中文、英文、意大利文、拉丁文不同地域文化的
歌曲。在今年的音樂會中，您將欣賞到作曲家馮公讓和周鑫泉為徐
志摩先生的詩詞譜寫的現代藝術創作歌曲《再別康橋》和《雪花的
快樂》，它們是近年來的優秀的合唱作品，那些甜美優雅的旋律線
，讓詩詞充滿活力，歌曲時而像纏綿柔美的細雨，時而像急風驟雨
的氣勢，富於生動的藝術情感，打動著人們的內心。您將為《鄉情
鄉音》的樸實純真、抒情思鄉的深厚激情所感染。那《貝爾加湖畔
》充滿詩意的歌詞、唯美飄逸的旋律、藝術感染力十足，將您帶到
那優美陶醉的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畔。 《香格里拉》是川藏高原的一
個地名，又是人們響往的一個美麗的地方，歌曲從開始甜美流暢的
旋律，層層鋪墊、此起彼伏聲部轉換，抒發出內心深處的嚮往，將
情緒推向一個又一個的高潮。音樂把當地人民高亢豪邁、開放歡歌
的性格，演繹的淋漓盡致！莫扎特的《Ave Verum Corpus》合唱曲
，有著空靈般的聲音，和諧優美的和聲如此神聖，它像是對虔誠和
純真的童心的呼喚。其中的英文歌曲《Look at the world 》是一首

心靈深處的聖詠，通過歌聲來
追求心靈的寧靜、快樂和感動
。從而讚美主，讚美生活！同
時您將欣賞到威爾第為歌劇
《納布柯》所寫的成名之作
《希伯萊奴隸合唱》，這首合
唱寓意內涵深遠，有著“韌性
”的特點、具有強烈的節奏感
、鮮明的強和弱，連音和斷音
的對比，此外每一句旋律都有
一個漸強、漸弱的波浪型的起
伏。四聲部的和聲效果非常明
顯。它通過歌聲喚醒人們對家
鄉和祖國的無限熱愛，給予人
們為主權奮鬥的勇氣和力量！

雖然只精選了不到二十首
合唱曲，但它所涵蓋的類型卻
相當豐富：既有充滿時代精神
的我國當代合唱作品，又有我
國極富魅力的藝術歌曲；既有
中國民族風格濃厚的歌曲和台
灣的民謠外，又有各具異國風
情的外國歌曲和西方古典精品
和歌劇選曲。
這些中外合唱精選作品，無論
是作品的音樂語言還是音樂題材的選擇完全是趣味使然，呈現出不
同時代作曲家客觀、真實、自然、表達歌詞內涵及豐富的音樂語言
和情感的精典作品。

《疊聲》合唱團深深感謝二十多年來帶領我們的指揮：欣瑩、
蕭楫、黃奕明、
Dr. Jaber 等老師。多年來他們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精心指導
和培養我們對音樂的理解，耐心教授和訓練我們對合唱知識的理念

。同時我們真心感謝鋼琴伴奏：肖桐、李偉豪、沈燕、Lawrence，
Professor Thomas Jaber 老師們為我們的付出和幫助！在此，我們
熱烈的期盼3月23日與您們在休斯頓浸信會大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的Belin 音樂廳相聚！共同渡過一個充滿歌聲的夜晚！

7:00 pm, Saturday, March 23, 2019
Belin Recital Hall,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 TX 77074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美國華人石油協會20192019年野餐會通知年野餐會通知

寫在《音樂與我們同行》音樂演唱會之前

在這春光明媚的季節， 美國華人石油協會
敬邀各位親朋好友，一起到野外去度過一段歡
樂的時光。野餐舉辦單位將會提供休斯頓頗有
名氣的 Goode Co. 燒烤，外加沙拉，水果，麵
包，和飲料。我們會一如既往地舉行高爾夫，
羽毛球 ,飛碟（盤），呼啦圈，跳繩，足球比賽
等活動。

時間: 2019年4月6日（星期六）上午11
點至下午 3 點；地點: Bear Creek Pioneers
Park，Pavilion 6（六號亭），by Bear Creek
Drive；Rain or Shine.
公園地圖: 見附圖。活動當天，進入公園後會有
指示牌張貼在馬路邊。

六號亭設施: http://www.pct3.com/parks/
bear-creek-park/
活動安排:
• 11:00 a.m.–Noon

登記繳費，和新老朋友分享石油行業信息
，了解石油協會。歡迎新會員現場註冊加入。
• Noon–13:00 p.m.

Goode Co憑餐券提供午餐。因為野餐時間
有限，請務必準時到達。
• 13:00 p.m.–15:00 p.m.

高爾夫，羽毛球比賽等活動。兒童遊戲包
括有跳繩，呼啦圈, 足球等。
網上註冊:

請大家在 4 月 4 日之前到 www.capaus.
org 註冊, 網上繳費, 並註明如下信息:
• 註冊者姓名及所在公司或組織，是否為CA-
PA成員
• 隨行小孩人數（為方便工作人員準備和組織
兒童遊戲）
• 如選擇現場繳費, 請註明所需餐券數（每張
餐券包含一份午餐）

• 網上登記截至時間， 4月4日（星期四）晚
上10點
費用:

成人會員餐券$10, 成人非會員餐券$15,兒
童童餐券$5（3月23日之前註冊）

成人會員餐券$15, 成人非會員餐券$20, 兒
童餐券$5（3月23日之後和現場註冊）
注意事項:
• 由於全部工作均由志願者在業餘時間完成，
資源有限，請大家務必先網上註冊，方便我們
準確統計人數和訂餐。謝謝！
• 如果您不需用餐，只想和親朋好友相約來享
受美好的春光，則不必繳費。
• 請各位家長照看好小孩，並注意安全。
有問題請聯絡：蔡國貞 ktsai2003@yahoo.com
崔靜 cuijingcicy@gmail.com

（（Bear CreekBear Creek公園地圖公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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