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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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中心裁員
川普扯謊再創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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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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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賣掉美國房子嗎？
那最好抓緊時機上市

如果您有了賣房子的計劃，
那麼就最好快點行動。因為時機
决定一切，尤其是在最近美國不
太平穩的房地產市場更是這樣。
根據房地產經紀人網站提供的
數據，如果你想在近期賣出最好
的價格，那最好在下周就把房子
上市。

根據房地產經紀人網站提
供的數據，4月份的第一周，針對
上市房屋的平均在線瀏覽量會
增加14%，近期的房屋銷售速度
可能會比今年其它時間的平均
水平快6天。

此外，根據價格統計數據，
四月份售出的房屋的價格也會
比一月份高出6%。對于希望賣
出標價在306,000美元左右的普
通房屋的賣家來說，就是17,000
美元的額外收入。但需要注意的
是，房地產經紀人網站所提供的

這個數據是指平均價，其中並沒
有考慮到在一年的不同季節出
售以及房屋類型的區別。比如，
更大、更貴的豪宅往往會在春季
挂牌上市，因為大部分家庭都希
望在暑假期間完成搬家過程。

房地產經紀網站Realtor的
首席經濟學家丹尼爾‧黑爾
（Danielle Hale）對該問題表示：
“鑒于從挂牌到結束過戶所需要
的時間，如果將房子在4月初挂
牌上市，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希望
在新學年開學前結束買房交易
並完成搬家的那些買家。”

四月份的房屋買家數量會
急劇增加，但是待售房屋的數量
會到稍晚一些時候才達到峰值。
因此，現在賣家之間的競爭會相
對較小。雖然6月份的平均標價
可能會高于4月份，但同樣，如果
家庭住宅在學校放假期間才上

市，就可能會遇到買家數量減少
的情况。而且儘管降幅不大，但
這也會增加買家降價的機會。在
6月份上市的房屋價格遭到砍價
的可能性要比今年其它時間高
出1%，而網上瀏覽量的平均值也
會下降2%。

如果說下周已經就是“該出
手時就出手”的一周，那麼從上
周開始的抵押貸款利率的急劇
下降也是錦上添花。這
意味著，現在房屋購買
者的購買力又增強了
一點。在過去的一周裏
，30 年期固定抵押貸
款的平均利率下降了
逾0.25個百分點，比最
近的在去年11月達到
的峰值水平低了將近
整整一個百分點。而每
降低四分之一個百分

點，就會使30萬美元的抵押貸款
每月還款額減少50美元。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下周開始的4月是最好的賣方季
節。房地產經紀人網站 Zillow的
研究人員稱，5月份的前兩周才
是全美國最好的賣方期。他們還
補充說，在星期六上市的房屋能
夠獲得最多的頁面瀏覽量。(取材
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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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各類稅務一向繁瑣，而作為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稅
種的房產稅自然也不例外。對許多有意向或正準備在美國買房
的華人來說，為了合理避稅，瞭解清楚美國房產稅的計算方法
與流程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將對美國房產稅的計算與流程進行
詳細介紹。

美國房產稅的計算方法
美國房產稅的確定是基于房產評估價值和當地的稅率，往

往會因各州而異。

房產價值的評估
與國內不同的是美國的房產包含房屋本身加土地，房屋的

地基和院落的土地都歸屬在其中。因此在評估房產時要綜合房
屋本身的價值與其地產的價值。

1. 房屋價值通常由當地的專業的評估人員決定。為瞭解房
產的價值，可以聯繫當地評估員的辦公室或者當地的稅務機關
。許多評估員都有在線工具，可以根據地址查找房產價值。有
時屋主也可以從金融機構獲得價值估計。

具體評估的方法也有多種，但大致說來，評估的基本原則

有3個：一是參考同地區同類型的房屋價值，二是估算在同一
地皮上造同類房屋的造價，三是假定出租的租金。並結合當地
經濟狀況，可以得到房屋的評估值。

美國地方政府根據估價員的評估，會將新的房屋價值評估
報告提前半年通知你，如果覺得價值評估符合心理預期，就等
著政府寄來新的稅表；如果覺得和心理預期相差太大，可以提
出要求重新評估，政府會委托評估員，重新審核評估報告並將
結果寄給你。如果還不覺得不合適，可以要求上訴，由法庭最
終裁定。

2. 在美國一些大城市，往往土地價值高于房屋價值，所以
房產稅稅率一般會以土地的價值為基礎。土地越有價值，房產
稅越高。一塊土地的價值通常由兩件事決定：土地本身的價值
和附加任何東西的價值。

舉例來說，在美國A縣買了一所房子，預估房屋價值為
357000美元，由于靠近繁華商業區以及兩處便利的高速公路
，預估土地價值是307000美元。加上這兩個值，我們的財產
總價值為 357000 + 307000 = 664000美元。

確定房產稅稅率
美國房產稅的稅率每個州以及州內各縣市徵收房產稅的標

準都不同，稅率在1%-3%左右浮動。
有一個簡單的計算公式：房產稅稅率＝預算應徵收的房產

稅稅額÷房產計稅價值總額。不過即便是同地區，房產稅稅率
還會隨時間變化而變化，這取決于徵稅機構的需要。

比如A縣有預算短缺，就可能會提高稅率以使收支平衡。
因此，瞭解房屋所在地區政府的最新財政信息至關重要，與評
估財產價值一樣，通常可以從當地稅務機關得到這些信息。

但是，我們需要清楚地方政府不是唯一征房產稅的組織，
其他為當地社區服務的組織也通常會設置相應的房產稅。

在我們的例子中，假設我們生活在ABC州的D市，我們需
要支付1%的州稅率，同時D市還擁有自己的2%的房產稅，最
後，D市公立學校會以3%的稅率徵收自己的學區房產稅。

計算總稅率
首先，將不同的稅率相加，以獲得需要支付的總房產稅

率。
在例子中，由于我們有全州1%的財產稅，2%的市稅率，

以及3%的學區稅。 因此，我們總共需要支付1% + 2% +
3% = 6%的房產稅稅率。

還有一個需要關注的稅項，那就是額外地產附加
稅。

當購買的房子屬於新發展區，一般地稅在基礎稅率
外還會有額外地產附加稅Mello Roos tax，這個稅主要用
于該區域的基礎建設，如學校、公園等公用設施。

計算總房產稅
把總財產稅率乘以正在計算的房屋與土地總估值，

就將得到財產稅總共需要多少錢。
在例子中，總房產稅率是6%，房產價值664000美元

，0.06×664000美元=39840美元。則39840美元為最終的

房產稅。

美國房產稅的徵收方式
美國地方政府在房產稅上規定了一些減項目，主要是針對

自住的房屋，這是通過減少稅基或低估財產價值來實現的。
還有一種減免房產稅或房產稅抵稅的方法，就是當房產稅

超過某一大值時，納稅人可從州政府得到相應的州個人所得稅
抵免或現金補償。

美國各州對房產稅的減免規定都有所差異。以加州為例，
加州關于住宅類房產稅減的規定主要有：

納稅人的主要自用住宅，可免除7000美元的房產稅；
殘疾退伍軍人可免除15萬美元的房產稅；
年齡超過55歲以上的老年人，出售自用的住宅後，若在

兩年內另外購買自用的新住宅時，只要新住宅價格不高于原有
舊住宅的賣價，可按照原有住宅的稅額來繳房產稅。但是在原
則上，此種優惠納稅人一生只能適用一次；

父母兒女之間轉移主要自用住宅，不論是采用銷售、贈與
或繼承方式，其轉移後的房屋均無需重新估價，可按轉移前的
房產稅徵收，而此種優惠原則上僅限于同一州內。

房產稅的繳納流程
美國的信息十分發達，房產稅的繳納也可以實現在線支

付。
確定房子所在的縣（登錄自己房子所在縣的政府網站）
找到該縣的交稅頁面
找到房產的parcel number（Parcel number 是房產的唯

一識別號，可以在交稅頁面的右邊查詢）

選擇並支付房產稅
以上就是美國房產稅的詳細計算過程與大致徵收流程，合

理計算好稅費能節省不少的費用除此之外，在注重信用的美國
，你一定要按時繳納房產稅。（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產稅如何計算美國房產稅如何計算？？
幾大步驟詳細教學幾大步驟詳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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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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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費用叫做“結算費用”或
“清算費用”，你需要攜帶認證的
支票或人個支票到成交所，地點可
能是產權公司、銀行或律師辦公室
來支付。你需要支付的最終費用可
能與你的貸方最初的保守估價有相
當大的差異，特別是律師費用或產
權費用。

以下是通常情況下需要支付的
費用，但並不是所有購房者都需要
支付所列的每一種費用。如果你與
賣方達成了某種協議，可以僅支付
一部分結算費用。可能還會有地域
差異。此外，並不是所有貸方都收
取下列所有費用。

經紀人佣金
金額：通常情況下是買方紀經

人和賣方經紀人一共6%；通常3%
付給買方經紀人，3%付給賣方經紀
人。

描述：為經紀人服務費。所有
房地產經紀人 /中介銷售佣金均在成
交時支付。

支付人：賣方支付，除非當地
習俗另有規定，或者銷售和購買合
同中規定了買賣雙方近協商同意分
攤該費用。

注：這些費用不包含在貸方的
保守估價中。

一般貸款費用

貸款手續費
金額：通常至少是貸款金額的

1%。該費用也稱為“點數”。一個
點等于貸款金額的1%。

描述：貸方預先收取該費用作
為手續費。

支付人：買方
注：在一些區域賣方支付一半

。另外，有些貸款不收取手續費。

貼現貸款（點數）
金額：貼現利息
描述：該費用指由貸方或抵押

經紀人收取的一次性費用
以降低利率，繼而降低每
月按揭還款額。預付的點
數越多，利率越低。貸款
貼現也稱為“點數”或
“貼現點數”。注意，利
率並不是按每一點降低百
分之一來計算。

支付人：買方支付，
除非賣方同意提供一些幫
助。

申請費
金額：平均金額低于300美元

，但一些專家報告收費可能高達500
美元。

描述：大多數貸方收取申請費
或“貸方處理”費。

支付人：買方

估價費
金額：大約是300美元。根據

房產規模和你所在的區域，估價費
可能會上下浮動。

描述：銀行雇用一名獨立估價
員，計算該房產是否符合你報出的
售價。

支付人：買方

信用報告費
金額：該費用也稱為“信用核

查費用”，核查每份信用報告大約
收取25美元，而一些借款者聲稱最
多付了三倍的價錢。

描述：貸方通過詳細審查信用
評分和報告，分析你的信用歷史，
這是決定是否向你貸款以及貸款多
少的關鍵一步。

支付人：買方

貸方檢驗費
金額：不到100美元
描述：如果你正在建一所新房

子，或者要買在建的房子，那麼貸
方可能會收取檢驗費。

支付人：買方

抵押貸款保險申請費
金額：不定
描述：如果首付少于購買價的

20%，那麼你必須購買一份私人抵
押貸款保險，在你拖欠貸款時對貸
方起到保護作用。

支付人：買方每月繳納私人抵
押貸款保險費用，直到抵押資產淨
值達到20%。

注：一些貸方收取處理申請工

作的費用。

代償費
金額：不定
描述：有時，買方接受或代償

賣方現有的抵押貸款。如果是這樣
，貸方可能收取一些費用。

支付人：買方

貸方律師費
金額：大約400美元
描述：如果貸方在貸款交易中

雇用了律師，則買方可能支付費用
。

支付人：一些購房者已成功拒
付。其貸方已放棄收取該費用。

預付貸款費
金額：不定
描述：可能要求買方在成交時

支付該費用。
利息
金額：從一天到30天的等值利

息不等
描述：大多數貸方要求買方

支付從結算日期起到第一個月度
按揭還款到期日之間其貸款累計
的利息。

支付人：買方

抵押貸款保險費
金額：不定
描述：一些貸方要求借貸者預

先支付第一年的抵押貸款保險費。
其他貸方要求在成交時支付貸款期
限內的保險費總額。

支付人：買方

災害險保險費
金額：一整年災害（業主）保

單保費
描述：該保單保護貸方不受火

災、大風或其他自然災害造成的損
失所影響。

支付人：買方

水災險保險費
金額：不定
描述：貸方可能根據房產所在

區域要求承保水災險。
支付人：買方

地震險
金額：不定
描述：貸方可能根據房產位置

要求承保地震險。
支付人：買方

儲備賬戶基金

描述：你的每月按揭還款可能
包括支付財產稅和業主保險（也稱
為“災害”險）費用的一定比例的
金額。該筆費用由貸方保存在“儲
備”或“暫由第三方保管”的賬戶
，貸方會為你交費。在成交時，貸
方可能要求你支付預付款，保證有
充足的儲備金支付費用。

業主保險
金額：相當于兩個月業主保險

費
支付人：買方

抵押貸款保險
金額：等值兩個月抵押貸款保

險費
支付人：買方

城市房產稅
金額：等值兩個月城市房產稅
支付人：買方

郡房產稅
金額：等值兩個月郡房產稅
支付人：買方

年度評估費
金額：等值兩個月年度評估費
描述：由公寓或業主協會進行

的年度評估的費用也可能計入每月
按揭還款費用。

支付人：買方
產權相關收費

產權調查
金額：大約200 – 400美元
描述：產權調查旨在確保該房

產沒有任何未付的抵押貸款或賦稅
留置權。

支付人：可協商

產權保險費
金額：該費用平均為350美元

，但根據所在州的不同最高可達貸
款金額的百分之一。

描述：產權保險旨在保證房產
產權明確，保護業主。

支付人：買方
注：在成交文檔中可能列有第

二項費用，支付保護貸方的獨立保
單保費。

文檔備費用
金額：平均大約200美元
描述：貸方和產權公司有時收

取該費用，作為準備最終法律文件
的費用。

支付人：買方

注：專家稱之為“亂收費”。
你可以通過協商不向產權保險或貸
方支付該費用。

公證費
金額：不定
描述：該費用系用于執證公證

人的宣誓作證，證明文檔中提到的
各方與簽署文檔的人一致。

支付人：買方

律師費
金額：根據實際情況，該費

用可能低于 500 美元或超過 1,000
美元。

描述：在全國部分地區，由律
師而不是產權公司處理成交事宜，
而有時貸方會雇用律師審查某些文
檔。

支付人：買方
政府登記費和過戶稅州和當地

政府的規定差異很大。根據在銷售
合同中協商的條款來確定誰支付多
少費用。

登記費
金額：平均大約100美元
描述：支付在政府備案材料中

登記房屋銷售的費用。
支付人：通常由買方支付
過戶稅金額：不定
描述：在徵收過戶稅的地區，

這些稅款可能相當多。一些政府還
要求購買印花稅。

支付人：買方

雜項清算收費
根據在銷售合同中協商的結

果，決定買方還是賣方支付以下
費用。

勘測費
金額：大約1,000 美元
描述：有時貸方要求勘測房

產。
支付人：買方

害蟲檢查
金額：不定
描述：根據地點，可能要求進

行白蟻或其他害蟲檢查。
支付人：通常是賣方

含鉛油漆檢查
金額：不定
描述：支付評估含鉛油漆風險

的費用。
支付人：通常是買方

快遞費
金額：不定
描述：如果使用快遞提取和交

付文檔，則收取該費用。
支付人：買方
（文章來源：美房吧）

在美國購房費用結算表在美國購房費用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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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63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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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4.5浴，6156尺 高級大洋房。 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899,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469,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近購物中心。僅售 $398,000.
4. 西南區, 平房, 4房2浴，1車庫，2,812 sqft。僅售$165,000. 可立即入住.
5. 近Galleria, 3房二浴, 2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銹鋼廚具, 瓷磚地板。僅售 $380,000.  
6.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3房3.5浴, 二車庫, 三層樓洋房。僅售 $325,000.  可立即入住.
7. 西北區, 4房3浴，2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173,5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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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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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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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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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有美國公民才能在美國買房嗎？
即使你不是美國公民或沒有美國綠卡，你也依然能在美國

買房子。不過你需要提供一個個人納稅人識別號碼（ITIN In-
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這是一個國稅局
核發給外籍人士和其他需申報聯邦稅，但不符合取得社會安全
碼資格的人，用于處理稅表的號碼。ITIN號碼一般由美國國內
收入署（IRS）或者由IRS授權的專業會計師頒發。申請時，
你需要填寫一份W-7表格（英文），包括有效的申請理由。
根據您的國籍，您也可能被要求提供經 過公證的身份證明或
外籍人士身份證明。如：護照、簽證、駕照等。

2.第一次跟房產經濟人聯繫時，我需要問什麼問題？
第一次與房地產經紀人接觸時，你應該告訴他：你想要找

一個什麼樣類型的房子、你的預算是多少和你打算多久之內買
到房。同時你也可以像經紀人詢問一些美國與中國買房過程中
的不同。你瞭解的越多，在之後的談價環境，就會更輕鬆。

3.我需要雇傭一個房地產律師嗎？
這個不是強制性的，但是在買房過程中會牽涉到很多法

律細節和問題，這些你都是需要房地產律師的幫助。房地產
律師可以幫助你審查購房合同和複查產權報告/產權 承諾書
等一系列購買房產相關文件。你還可以問他們有關納稅或申
請移民等其他法律問題。在地產交易過程中，律師主要起到
以下作用：買賣合同（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產
權調查（Title Search）、完成交易（Closing）和售後登記
（After the Closing）

4.在美國，有沒有什麼類型的房產我不能購買？
在美國你可以購買家庭住宅（single-family homes）、公

寓房（condominiums）、雙層住宅（duplexes）、三層住宅
（triplexes）、四層住宅（quadraplexes）以及連棟房屋
（townhouse）。但住房合作社（Housing Cooperatives）或
者合作住宅（co-ops）往往規定禁止外籍人購買。這是因為合
作住宅通常要求購房者在美國本土有收入證明，並且要求大部
分 購房者資產在美國境內。

5.我應該用自己的名義在美國購房嗎？
外籍投資者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義購買房產，也可通過

一些企業單位，如境內注冊公司、境外注冊公司、有限責任
股份公司、合資企業、不動產信托投資或股份有限公司來購
買房產。

當你考慮清楚你將如何使用該房產時，根據不同的購房計
劃，你的房產中介會告訴你稅務方面的差異以及提出更具體的
建議。

6.我可以全部用現金購買房嗎？
可以。美國允許使用全部現金購買房產，但是法律規定超

過一萬美金的現金交易必須向聯邦政府彙報。彙報時需上交所
有交易相關人員（購房者、房產中介、律師以及產權公司）的
相關資料。政府想瞭解你的資金來源是否合法所得。使用全部
現金購買會節省貸款申請、貸款發放、房產評估和產權保險等
費用。

7.外籍購房者應該特別關注美國哪個州的房產嗎？
國際房產買家會因為不同的購房目的而被美國不同的州所

吸引。有些人想在離家近一些的州購房，有些人則想去比較暖
和氣候宜人的州購房。然而中國購房者則集中 在：美國東西
海岸的沿海地區。根據全國房地產代理商協會調查（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顯示，35%中國在美國的購房者選擇
在加利佛尼亞州購房。其他受關注度高的州包括：華盛頓州
（8%）、紐約州 （7%）、馬薩諸塞州（6%）、伊利諾伊州
（4%）和德克薩斯州（4%）。

8.我一定要本人到美國才能完成交易嗎？
這個不是強制要求的，但是最好你能親自完成交易。如果

你實在無法親自赴美完成交易，你可以給受托人寫一份委任書
（Power of Attorney），並將其公證。即以書面形式授權另一
個人去代表你完成交易。

9.除房價以外我還需要交什麼額外費用嗎？
除房價之外，買房通常還需要支付律師費、產權保險、產

權登記費和首期地產稅等。總計約為總交易金額的1%-2.25%
。 例如，如果購買了一百萬美金的房子，需額外交一到兩萬
美金左右。

10.關于繳納美國房產稅？

一名外籍房產所有者在美國的納稅義務，根據購買者所屬
國家是否與美國有稅收協議而定。（文章來源：美房吧）

華人美國買房最常見十大問題華人美國買房最常見十大問題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國外住宅有
別墅跟公寓的不同。然而美國的住宅分
類卻不止這兩類，有獨棟別墅(Single
Family Home)、聯排別墅(Townhouse)
、公寓(Condo/Apartment/Coop Unit)、
多戶住宅(Multi-Family Home)等等。

下面我們來一起看看同樣都是公寓
，Condo跟Apartment又有什麼區別呢?

1.康斗
康斗(Condo)是美國一種集合式的

住宅的名稱，最早出現在加勒比海地區
的波多黎各，1960年以後開始在美國本
土大規模推廣，現在成為美國住宅開發
類型的一個主要的產品。康斗在眾多外
國人心目中，“康斗”就是產權所有，
而不太集中在建築類型這個定義上。

康斗可以只有一個居住單位，也可
以是多個住宅單位的居住建築。一個居
住單位，就是一個公寓了，多個住宅單
位，就是一個住宅區了。在康斗社區裏
面，每個具體的住宅單位是一個家庭擁

有的，而社區內部的公共空
間，如走道、車路、娛樂休
閑設施等等，則是這個社區
內所有的住戶共同擁有的。
一般來說，康斗分兩個大類
型，一個單一家庭擁有自己
完整的建築室內生活單元，
不擁有任何外部的公共設施
，這種康斗因為間隔清晰，
公 私 分 明 ， 因 此 被 成 為
“detached condominiums
”，建築內部的住宅單位完

全屬於一個家庭，但是外部走道、車路
、公園、設施、會所、游泳池等等就不
是僅僅這個家庭擁有的，而是整個康斗
社區的居民共同擁有的。還有一種康斗
社區，居民不但擁有住宅內部的所有權
，並且也擁有部分的外部的空間，比較
講究，好像前面有自己的草地和花園，
這種類型的比較多，在美國叫做“地段
康斗”(site condominiums)。在美國，
這種康斗比例相對比較高級，比較流行
。比較適合美國大多數的中產階級的要
求。

除了這種住宅型的康斗之外，還有
一種叫做“非住宅型康斗”(Non-resi-
dential condominiums)，主要是指那些
在住宅開發中用康斗的形式開發的寫字
樓、旅店客房、零售商店、或者集團公
寓居樓，特別是退休老人公寓，學術宿
舍之內。其實，這些康斗的所有權情況
和前面的康斗所有權是一樣的，不同的
僅僅是康斗的具體使用功能不同而已。

不過，如果這些康斗屬於非贏利性機構
擁有，比如教會、慈善機構、教學機構
等等，康斗的地產稅要低得多，甚至是
免稅的待遇。這類非住宅性的康斗，如
果是商業性的，不斷的轉手往往造成許
多複雜的問題。這裏非住宅性的康斗，
往往是企業擁有，出租以贏利的。美國
法律上稱之為“company share”，或
者簡單叫“co-op”。這類企業出租居
住單位，作為生意來做，因此要交納地
產商之外的營運稅等等商業稅收。

2. Condo & Apartment區
別在哪裏?

Apartment是公寓的總稱，即不是
單獨的一幢樓房，而是一個大樓，內中
有幾個至幾百套公寓。

Condo是指一幢大樓中的一套公寓
。其區別在于，這幢大樓的產權是這樣
的：樓主以每套公寓的公寓主的形式共
同擁有大樓。擁有權相關獨立，但屋主
要向管理委員會交一定的費用。大樓的
水電和其他維修等由大樓管理委員會統
一進行。所以condo主要是指公寓的擁
有形式了。一般譯成康斗，與condo相
對的另一種形式叫co-cop。這樣公寓
的屋主以股權的形式共同擁有這大樓，
每套公寓按其在整幢大樓中的比例算成
股份。這樣的主權遠較condo屋主小，
新屋主買入公寓時，其資格還要通過大
樓委員會的審查。不像condo主，基本
上是想賣給誰就賣給誰。（文章來源：
美房吧）

如何區分如何區分CondoCondo跟跟Apartment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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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買房而言，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最重要的永
遠都是地段，而買房的過程其實就是心中緊扣著你的預算還有
購房目的，一步一步縮小區域，而最終鎖定一套的過程。

確定城市/都市圈/經濟圈（相對較大的範圍）
城市或者經濟圈的決定還是要回到買房目的。為子女準備

學區房，為全家住家置換新房，或者純粹是為了投資養老等，
不同的目的會在更大程度上確定大區域的選擇。記住！一定要
時刻牢記你的第一目的，以及預算。

1.為子女準備學區房
你的重點可能是看看該城市小學/高中/大學分布和排名，

以及該城市及區域生活環境等。

2.全家住房
該區域整體經濟水平，比如大公司多不多，GDP和就業率

這些指數如何。

3.投資養老
更重點可能是關注該城市房價升值潛力，房屋空置率，房

價中位數漲幅等等這些與投資更相關的數據。如果是投資的話
，可能還需要關注租金指數，因為可能有較長一段時間你的房
屋將是會要出租的。

通過預算來縮小範圍
無論是出于什麼購房原因，你一定要對你的預算非常清楚

和明確。你可以不用將你心裏的底價和最高承受價告訴經紀人
，但是你自己心裏一定要明確一個價格區間，並且告訴你的經
紀人。

同時，你也可以自己通過網絡等方式搜索一個城市中不同
區域的房價中位指，下載某個區域近幾年的房產中位值以及漲
幅。

當你確定了大的區域（城市/經濟圈/都市圈），然後根據
你的預算進行第二層級的篩選後，你心中可能大致有了幾個明
確的區域。接下來幫助你從這幾個區域中再縮小1-2個區域時
，有幾個因素你可能會需要考慮了。

從幾個備選區域縮小至1-2個
1.區域基礎信息

人口統計、收入情況、犯罪率統計、族裔分布，受教育程
度分布，失業率都應該包括在區域基礎信息中。雖然因素很多
，但是現在對于咱們華人來說，治安情況可能是最重要的。治
安情況不是單一的，治安情況包括犯罪率、種裔分布、還有受

教育程度等。
這裏要提醒的一點就是，我們在第一步進行大範圍的縮小

的時候可以不用考慮這些區域基本情況，因為即使在一個城市
，出租價格、犯罪率這些情況可能會有很大區別。

當然好的區域，人口要不斷地流入，同時失業率比較低，
這樣才能夠保證當地房屋的需求，更容易出租和後期轉售。而
當地收入情況同樣也會影響房屋的出售和租賃。

2.區域增值因素
當你在進行進一步篩選的時候，增值因素，比如周邊學校

分布情況、交通情況等這些都是房產增值的重要因素。
美國和中國一樣，同樣具有學區房的概念，差別就在于美

國租售同權，所以租賃房屋同樣可以讓孩子就讀該房子所在學
區的公立學校。當然國內現在某一些城市也在普及租賃同權。

除了學區房，在美國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交通房。美國
很多科技公司周邊的房子都很貴，如蘋果、微軟、Google、
Facebook，而主要的原因就是通勤時間短，對于大公司的從
業者而言，只要工資可以承擔的起，他們還是很樂意為了節約
日常的通勤時間而買近一點的房子（一般最好是半個小時以內
）。而從投資的角度上來看，鄰近大型公司，就保證了未來房
子的升值潛力。

關于查看社區周邊是否有好的學校，交通是否便利，購物

生活等是否方便，可以通過google地區等工具進行排查。這
裏要注意的是，美國的生活和購物模式可能和國內不大一樣。

國內可能習慣是每天下班采購當天的飲食，但是美國可能
是兩三天或者甚至一個星期采購一次，這也是為什麼Costco賣
的大包裝產品美國人很熱衷的原因。所以對于周邊生活便利，
只要車程在30分鐘之內其實都不算太遠。 關于生活，周邊20
分鐘車乘，只要有些小公園、餐廳，醫院等就差不多了。

3.房價分析情況（投資關注）
如果你購房的目的是投資養老為主的話，鎖定了大區域後

，你也需要觀察一些數據來縮小到更小的社區。比如當地租金
比較，房價估值趨勢，以及房價分析等。

每一位看重投資收益率的購房者都應該對該房源目前的租
金做一個比較，縱向可以和該房源近幾年的租金做對比，看租
金是否呈現上漲的趨勢。

橫向可以和周邊房源的租金情況，及該郵編地區的租金情
況和本市的租金情況做對比，瞭解房源是否租金較高同時具有
一定漲幅，這可以判定房源在該地區的租金收益情況。

買房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取捨的過程，你可能為了考慮更重
要的因素，必須要放棄掉其中一些不那麼重要的細節。特別是
對于投資而言，房屋本身的配件可能都不是那麼重要。（文章
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房攻略美國買房攻略

讓你毫不費力的買到心儀的房子讓你毫不費力的買到心儀的房子!!

很多來美國看房的客戶都會發出
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美國的房屋大多
數都是木結構的呢？我們國內的建築
目前大多數都是使用的鋼筋混凝土材
料，那麼木質結構的房子會不會不結
實呢？會不會非常容易受到損害？使
用壽命又是多久呢？

首先木結構的房子並非大家所想
像的木屋，實際上是混合材料。跟國
內相同，建房的第一步是先挖地基，
按照美國法律規定，地基的最低點必
須在凍土層以下。然後是鋪上水泥，
接著建房的木頭就直接架在水泥地基
上。另外會在房子角上釘有鋼片和鐵
條來加強抗震作用。頂棚和墻壁的空
間會用玻璃棉填充，以便隔熱和保溫
。外墻再用石頭或水泥包裹。

房子大體就蓋起來了。
事實上，木質房有很多好處是鋼

筋水泥房所不具備的。

1、經久耐用，結構輕，抗沉降，抗
老化

房子主梁架構的木頭都是經過特
殊處理，處理後能防蟲蛀。在美國，
目前有95%的房子采用木質結構，有
著一百多年年紀的房子隨處可見，居

住和使用狀況都還很不錯。
木質材料本身有彈性，結構輕，

在抗震方面擁有比鋼筋混凝土房大的
多的優勢。日本曾經在神戶大地震後
也借鑒了這一點，令民宅參考北美木
質別墅改建。

2、防電隔熱，居住舒適
冬暖夏涼的確是木質房屋的優勢

之一，木材是很好的電絕緣體，具有
低傳導性。在同樣厚度的條件下，木
材的隔熱值比實心磚墻的房屋要高三
倍，比標準的混凝土高16倍， 比鋼高
400倍，比鋁高1600倍。所以在木質屋
內，感覺冬暖夏涼，非常舒適。

3、更加環保，無污染
木材作為可再生資源，有

著無污染，抗菌等作用。相比
于鋼筋混凝土，更加環保，健
康，安全和貼近自然。

4、使用面積大，擴建容易
同樣的建築面積下，木質房

的使用面積要多于鋼筋混凝土建
築。在改建方面，來美國您可能
會發現很多屋主會在允許的情況
下對房屋布局稍加改動，只要不
損壞承重墻，其他的墻面原則上

都可以改動。
木質房的改動相對于鋼筋混凝土

房屋要簡便的多。

5、適用于美國實際情況
美國相比于國內，明顯的地廣人

稀，建國200多年來一直都以木質房為
主。

6、建造速度快，省時省成本
眾所周知美國的人工費用非常昂

貴，建造房屋如果耗時過長，成本也
會明顯高昂很多。

木質房的建造速度則要明顯快于
鋼筋混泥土房屋。（文章來源：美房
吧）

六項優點告訴你美國住宅為什麼多是木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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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五大就業難的專業，華人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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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行行出狀元，所以只要妳夠
牛，就不怕入火坑!）

火坑專業 No.5 法律
盡管美國的法律行業始終占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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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美國法律
行業，投入血本
必不可少，博士
文 憑（JD）幾 近
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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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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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4 理論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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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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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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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3 文學
曾幾何時，幻想著周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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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中醒來，綠卡，工作，鈔票，原來
這才是新美國的三座大山...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2 理論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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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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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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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1 生物學
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千人百

人計劃，都是生物的天下；神馬科學自
然，全是生物學家的灌水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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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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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美國工作面試第一印象
（來源:爾灣華人網）那天有人來公司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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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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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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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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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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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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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妳會準時嗎？
第二，面試千萬不要看手機。把手機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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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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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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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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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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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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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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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忘記感謝面試官。面試結束要當面致謝
，或者寫 email 感謝面試官花時間見妳，這是禮
貌，同時也是提醒人家不要忘記妳。這點小小的
禮節並不多余，每個人都喜歡有禮貌的人。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0401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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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0401B 簡

『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然
而，中國的教育還是停留在一味灌輸注水的層
面，而美國教育卻懂得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思
辨思維以及其他潛質。

我來到美國讀高中已一年有餘。雖然時間不
長，中美教育和文化的差異讓我仍在體驗和探
索中。在這些不同的教育文化差異之間，對我影
響最大、體會最深的，當屬中美學校育人文化的
不同了。

首先中美教育體制上的差異最先影響了我
——美國的高中沒有文理分科，而且在計算總
成績GPA的時候沒有主科與副科的區別；每個
年級也不是整齊劃一的上課，而是根據各個學
生的實際情況和愛好來選課，鼓勵學生去挖掘、
發現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因為學的是自己喜歡
的課程，哪怕再難也愛學肯學，這樣學習就變得
輕鬆和簡單了，是熱愛而不是負擔。
成為學校一年一度的體育課明星

另外一個不同是相對于中國老師們相對單調
而死板的教學方式而言，美國老師們的授課風
格更加多樣化。在生物課上，老師講課為主，提
問為輔；到了歷史課，老師則讓大家多思考，多
發言；而數學課上，老師則因材施教，在幫助所
有學生掌握教學大綱中的所有要點的同時，鼓
勵層次高的學生自行學習，或是在他的輔導下
學習更具挑戰性的知識。雖然美國老師們的授
課方式各不相同，甚至有些老師之間有很大的
差距，但是在他們的教育理念當中，有一點是相
同的，那就是通過自己的教學以及對學生人格
的渲染，讓學生能夠最終成為對自己有信心，並
擁有獨立思考與判明是非能力的人。

我在美國上高中一年多來，從老師那裡聽到
的最多的兩句話就是“你做的非常好”，以及“我
希望你們能往深處思考”。而在中國，在應試教

育的影響下，老師往往很難在課上發揮出自己
的教育風格和理念，即使有也非常有限；而在激
勵學生思考這一方面上，中國的老師們可就遜
色很多了：在理科課上，老師的目標不是“讓學
生擁有理性思維”，而是“讓學生擁有強大的解
題能力”，換言之，就是“讓學生找到‘題感’，形
成不同的定向思維”，而在更加強調批判性思維
的文科課上，國內的絕大多數老師們的目標也
依然是向學生們灌輸解題方式，以求中高考時
能拿到更多的分數。

我在我的母校——北京市海澱區一所中學上
學的時候很幸運，因為我遇到了一個能開導學
生思維的數學老師，以及立志教會學生們批判
性思維的歷史老師和政治老師。只可惜，那位數
學老師在我初三的時候不得不在中考的巨大壓
力下低頭，轉而向我們灌輸解題的思維定式；而
對於我的歷史老師和政治老師來說，在應試的
壓力下，同學們都要忙著主課考試，能夠認真地
聽每一節她們講課的人，全班不超過五個（以一
個班四十五個人計）。

對於中美教育的文科而言，接受美式教育的
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完勝接受中式教育的學
生；但是對於理科而言，美式教育與中式教育各
有利弊——接受中式教育的學生的基本功扎實
，但在遇到真正需要發散性思維的解答題時，往
往會束手無策；而接受美式教育的學生的基本
功普遍較弱，但在遇到需要發散性思維的解答
題時，有時會想出令人大吃一驚的解答方式；除
非你要以做學問位為業，對於理科而言，美式教
育的利大於弊。
成為學校形象大使

在美式教育體制下，每個學生的成績記錄是
錄像式的，學生的每一次作業和考試都會得到
重視，每一次作業、考試的成績都會記錄在案，
在總成績裡佔有不同的權重，成績的好壞都會
影響到學生的期末總成績；平日裡，每次作業都
會被量化、歸檔，美國老師能十分客觀地計算學
生的日常成績；學生必須在最後期限前上交作
業，否則就會被扣除相應的分數（在我的學校，
一般遲交要扣三十分，有些老師也會扣除五十
分）。

這樣的話，老師既承認了學生們的付出，也
起到了懲罰的作用；而期末考試成績僅占學期
總評成績的百分之二十，美國的這個考評體系
全程記錄了學生的學習過程，學生不能夠以臨
陣磨槍的方式，靠考試前突擊複習衝刺來提高
總成績。

而在中國如果學生的期中期末考試不夠理想
的話，就意味著他們一學期的努力也就付諸東
流了，平時的作業成績得不到合理的對待和歸
檔，當在老師計算日常成績的時候，一般都是以
他對學生的印象為主，主觀地評分。而對於學生
遲交作業一事來說，老師的懲罰措施要不然太
重，比如說直接記零分，要不然沒有處罰。對於
直接被記零分的學生來說，他們的付出和努力
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而對於沒有受到懲罰的
學生來說，他們就失去了一次領略自己的過錯

所帶來的痛楚的機會。
中式教育系統下採用了照相式的考試方法，

到期中期末一考試，分數一出就是這個學期的
總成績，沒有反映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對照比
較，美式錄像般的成績記錄方式更能客觀公正
體現一個學生的學習成績和狀態。

學校教育的另外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是
對學生良好品質的樹立和培養。如果說良好的
教育為一個人的成功提供基礎和機會的話，那
麼這個人的品格則直接決定了這個人能否抓住
這樣的機會，對他人尊重和做人的誠信是基本
的立身之本。

我們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品行教育。在課上，
老師會教育學生們尊重他人。他們不僅希望學
生們在別人說話的時候認真傾聽，還有就是十
分期望學生們尊重老師和他人的工作成果。

而在這方面上，一直自稱為“禮儀之邦”的我
們中國人就遜色了許多。舉個例子，在美國，當
學生們寫探索性論文時，他們要引注他們用到
的所有文獻，甚至包括微博（引注一般包括兩部
分，第一個部分是在文中指明引用或借鑒的位
置，另一個部分是在整文後對整個文獻的出處，
作者等基本信息的標注），而且學生們在引用或
借鑒時會十分小心，因為稍不留神，他們在文章
中的引用或借鑒就會被說成是抄襲或剽竊，從
而永無翻身之地，因為美國人把信譽和尊重看
得很重。

然而到了中國，引用別人的文獻是很少有人
標注，這就給了學生們“別人的腦力工作成果不
需要被尊重”的暗示，而這種暗示，則導致了現
在社會上對別人的腦力工作成果的不尊重。
加入美國國家高中生榮譽生協會

與中國學校和家長普遍期待孩子的學習成績
能夠出人頭地不同，美國的學校和家長們更加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成為領導。有趣的是，美國
人眼中的“領導”與中國人眼中的“領導”是截然
不同的兩個概念。

在美國人心中，一個leader，也就是領導，並不
需要真正成為一個團隊的頭領，但他應該有優
秀的品質，強大的氣場，並且各種情況下能夠身
先士卒，樂於助人，並且通過自己的行動帶動別
人做正確的事；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領導就是
一個團隊的頭領，就是一個被服務的對象，他需
要幹的事就是指揮他人，然後自己獨享其成。其
實在英文裡專門有一個詞形容這種人，這個詞
不是“leader”，而是“boss”。

正因為整個美國社會對領導才能的重視，美
國學校非常重視對學生領導力的培養。絕大多
數美國中學都會設置領導才能課。雖然這節課
是選修課，但是許多學業顧問會“強制”他們心
中的“精英苗子”們上這節課。但是到了中國，學
校並不給學生們提供這方面的教育，但是即使
提供了，由於不是主課又會有多少學生去認真
地聽課呢？

美國學校不僅設置課程以培養學生的領導力
，而且也重視在課餘生活中對學生的能力進行
培養。例如我之前建立了一個乒乓社團，遇到過
有關領導方式的一些問題，當我在嘗試自己解
決問題但又覺得無從下手的時候，我向我的生
活老師求助。他首先肯定了我的工作，給我分析
情況，再對我這個問題給出了幾種不同的解決
方法，並讓我結合具體形勢，自行選擇。他在幫
助我解決問題的同時，鼓勵我，並且培養我的領
導經驗，從而提升我的能力，經歷了一些波折我
在我們學校建立了乒乓球社。

與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育人
理念十分獨特，而這種十分獨特的育人理念培
養出了美國一批又一批精英。

中國留學生感慨中美教育差距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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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解析：中美英中學
教育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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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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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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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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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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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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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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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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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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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頓，Elton 感觸最深的便是除統考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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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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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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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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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高中：應試教育是主要特色
中國的高中不用多說，從早自習開始，到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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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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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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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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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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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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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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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透出燈光，那是畢業班學生打著手電做練習
題……

中美英三國教育大PK，究竟誰勝出?
通過前面三個案例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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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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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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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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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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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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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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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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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與升學只占人生經歷的一小部分，人生
真正開始是在畢業之後。當進入一個新環境，獨
立思考、主動學習、團隊協作的能力就顯得尤其
重要。所以，我們既要看到中國教育注重學生基
礎知識學習的優點，又要借鑒英美教育注重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多元發展的優點，取長補短，
相互吸取各自好的經驗，使教育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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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批評中國式批評VSVS美國式表揚美國式表揚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學校心理學專業助

理教授王慈欣接受澎湃新聞專訪，闡釋她眼中
的中美校園及家庭教育差異。她表示：“若家長
一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
成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

“但過度表揚也會產生問題”。
中美教育差異：中國式批評VS美國式表揚

王慈欣持有美國心理學行業執照（Licensed
Psychologist），其目前研究主要包括欺負行為、
青少年心理健康、學校教育以及親子互動。因其
自身的成長背景，王慈欣對於華裔父母的教育
方式深感興趣。出生在中國的她還記得一年級
時考試得了99分，但母親卻批評她沒有得滿分。
如今她已身為人母，對孩子的教育有了更多的
思考。
大班教學和小班教學各有利弊

王慈欣在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做了一
場名為《學生欺負行為和老師教育方式：中美對
比》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她提到比起美國學
生，中國學生更喜愛學校，無論同學關係還是師
生關係也都比美國學生親近。“中國學生會更認
為校園規矩是公平的，事實上他們的問題行為，
如打架、欺負同學等也確實比美國學生少。”

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有研究顯示中國老師
更容易營造一種積極的相處氛圍。相比美國，中
國有更多的大班教學，也少有走班制，這意味著
上課時間更緊湊、中國學生更能集中注意力，老
師也能和學生有更長的相處和瞭解時間。“不能
說小班教學就一定比大班教學好，只能說各有
優劣，存在差異。”

又比如，中國的老師們經常說“同學們都要積

極舉手發言”、“同學們排好隊”、“同
學們不要吵”等。“在問題行為發生前
，中國老師就會提醒學生了。”王慈欣
說，相比澳大利亞、以色列、美國學生
，中國學生認為老師運用了更多的提
醒、表揚和獎勵機制。

另一方面，“學生被老師趕出課堂”
或“被學校暫時開除”的現象在美國
學校十分常見，每年大約有3百萬人。

“在中國的數量暫時不得而知，然而
大多數亞洲教師認為學校開除學生
是不可取的。”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
她認為這種校園教育的差異和中美
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中國強調集體
主義，重視相互關聯，而不鼓勵攻擊
行為，所以中國學生比起美國較少有
暴力；中國傳統文化也講自省與尊師
，所以中國學生會比較‘聽話’。開除
現象也就少了。”

不過，王慈欣也強調並不能因此說
明中國的校園教育要比美國成功。

“因為教育的成功還要看學生成績、
心理健康、行為表現、創意等方方面
面。”對於現在不少中國父母急於將
孩子送出國讀書，她認為一是因為國際化的緣
故，二是國外教育的衡量標準更多元化，類似

“學習成績”這樣的競爭不會像中國那麼激烈。
家庭教育：中美都不能只有“虎媽”

2011 年，耶魯大學華裔法學教授蔡美兒的一
本《虎媽的戰歌》曾引起人們關於中美教育方法
的大討論。書裡介紹了她如何以“中國式”教育

方法管教兩個女兒：罵女兒垃圾、要求每科成績
拿A、不准看電視、琴練不好就不准吃飯等。然而
女兒確實也“不負期望”：從跨進學校大門的第
一個學期開始就保持著門門功課皆“A”的全優
紀錄；姐姐14歲就把鋼琴彈到了卡內基音樂大
廳，妹妹年僅12歲就坐上了耶魯青年管弦樂團
首席小提琴手的頭把交椅。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對孩

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實這
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的家
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到一
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有虎
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並不
好。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

對孩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
實這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
的家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
到一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
有虎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
並不好。

有研究表明美國家庭中亞裔父母要比白
人父母更多批評、更高要求、更少表揚。“因
為中國文化強調為人謙虛，但美國文化強調
張揚自我以獲得關注。所以一般美國家庭更
傾向于表揚孩子。”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對待
孩子，美國人就是隨意“放養”，中國人則是
嚴格“圈養”。王慈欣則認為“不一定”，因為
中美樣本中的個體差異依然很大。“也有個
案提到美國中部白人家庭對孩子十分嚴厲。
”

王慈欣補充，隨著受西化影響的中國年

輕一代也成為了父母，我們也不能將中國教育
與“高要求、嚴懲罰”直接畫上等號。但無論中國
還是美國的家庭教育，王慈欣都認為，“嚴格要
求”之外還要配合“支持和鼓勵”。“父母的鼓勵
和支持會帶給孩子正面的影響，反之，過於掌控
孩子和處罰孩子會帶來負面影響。”

前年 1 月，王慈欣在美國期刊《家庭問題》
（Family Issues）上發表研究論文《父母行為、兒童
憂鬱征狀和行為不當問題：中國青少年自尊心
與學校適應困難》。這份研究調查了589位來自
中國杭州的12歲到19歲高中生，以三項正面指
標（“支持”、“講理”、“關注”）和三項負面指標
（“溺愛”、“處罰”、“冷處理”）來評判孩子對父母
教育模式的感知及影響。王慈欣表示，若家長一
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成
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而
諸如“你做不好，我就不理你了”這類的“冷處理
”，對孩子亦有不良影響。
“此外今年我還發現，如果對孩子過度表揚，

反而會令男孩子的問題行為增多。”問題就是，
生活中的父母該如何把握“過度”？王慈欣告訴
澎湃新聞，現實確實比研究複雜多了，每個家庭
的教育模式都不可複製，即便是同一個家庭裡
的兩個孩子，都有性格、情緒上的差異，各自“最
適合”的教育模式也不相同。她表示，父母最好
的檢查辦法就是通過觀察孩子的行為表現，如
是否情緒低落、有否抑鬱傾向、有無問題行為等
，以及評估自己的教養方式是否有效來調整自
己的教育模式。

清華教授談哈佛教育最大清華教授談哈佛教育最大
特點特點：：敢問敢說會忽悠敢問敢說會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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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位猶太女孩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 1990 年，她為了獲得更高榮譽級別（Summa
Cum Laude）的畢業生頭銜，要完成本科論文撰寫
。一般“學生狗”都是隨便套個T恤牛仔褲，但她
總穿著高昂的外套，背著名牌包，化了精緻的妝容
；而第二個給人的印象則是她什麼都不懂。我那時
的工作是在經濟系的本科畢業生撰寫論文時，為他
們解決計量經濟學技巧和電腦技術問題，她對這些
基礎學科幾乎一無所知。但她什麼都敢問，一點不
羞赧，完全沒有怕被人鄙視的感覺，更“無厘頭”
的是她還敢於向別人提要求。 當時的計算機數據都
存儲在臉盆那麼大的磁盤裡，厚重的磁盤需要擱在
磁盤機上操作，可她經常不動手，都是我們為她
“賣力”。每當看到實驗室裡散落著一堆磁盤，旁
邊擱著一個手袋，我們就知道“大小姐”來了……
活來隨著人事變遷，我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第二個孩子是我的一位親戚。她在中國上的中
學，後回到美國上哈佛大學。她的學習成績並不突
出，剛開始在國內讀高中時，數學還常常不及格。
那麼她有什麼資格能過入讀哈佛？是她的思辨能力
。她在國內最喜歡的課居然是政治課，還常常跟政
治、文史哲各科老師辯論。加上閱讀涉獵廣泛，有
獨特的視角，令她輕鬆斬獲了哈佛面試官的青睞，
而其他一些學風嚴謹的學校卻對她不感興趣。上了
哈佛之後，她更是如魚得水——代表所在書院參加
划艇比賽；週末更是忙的腳不沾地，參加各種聚會

、交流會，連老爸來都要
預約時間；她在校園裡行走時，經常是三步一聲
“Hi”，五步一個擁抱，似乎認識全校的人。畢業
時她已經寫出了兩部劇本，其中一部獲得了某好萊
塢製片人的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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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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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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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教育的一種調和吧。
那麼，第一個女孩子後來怎麼樣了？四五年前

的一天，我突然在電視上看到她正在演講——而她
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她就是如今大名
鼎鼎的雪莉桑德伯格！說起來，我也是她的半個老
師。如果20年前，你問我，桑德伯格以後會不會與
有出息？我會斷然否定，可事實呢？她不僅是哈佛
最優秀的畢業生之一，還是福布斯最有權勢的女性
之一。因此我一直在反思，我們對美國精英教育的

理解是不是有偏頗？在我們的傳統教育裡，學生從
小就被要求要畢恭畢敬、謹言慎行，問了“低級問
題”就要感覺羞愧，缺乏勇往直前、敢問敢說的精
神。 而哈佛大學不僅是典型的美式教育，更是培養
領導型人才 的地方——領導者並不一定需要高深的
專業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於發問，敢於在眾
人面前表達觀點，動員團隊裡的各色人等認同自己
，鼓舞大家努力前行。這就是領導力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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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繁华佳丽地
看现代都市的另一面

江南，长江之南，泛指上海、浙江北部、江
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等长江中下游
以南部分地区，代表城市有南京、苏州、常州、
无锡、镇江、扬州、湖州、杭州、绍兴、嘉兴、
宁波、上海等，均属较发达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

近日，马蜂窝旅游网联合腾讯旅游共同发布
了 《2019清明小长假出游趋势报告》。马蜂窝大
数据显示，江南旅游目的地中热度最高的是上
海，其次是杭州和南京。清明期间，上海的旅游
热度上涨 106%，樱花、桃花、油菜花等众多赏
花类活动在上海的各个公园举办，为当地市民和
外来游客提供了赏花的好去处。江苏南京各处的
花海也已盛开，梅花山的梅花、桠溪的油菜花、
六合的二月兰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观赏。

近年来，都市周边的花海已成为人们踏青赏
花的重要去处，省去长途旅行的舟车劳顿，家门
口就可以欣赏灿烂春光。城市周边赏花游也已成
为都市游的重要补充。尤其是城市里品类众多的
赏花类活动，不仅为当地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赏花
的好去处，也能让游客感受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另
一面，领略自然生态的美好。

古镇水乡里
品古典文化的现代演绎

江南古镇将成为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的“爆
款”。马蜂窝大数据显示，清明节前20个江南目
的地中有13个旅游热度涨幅超过100%。“清明是

赏花踏青的好时节，江南的春天温暖宜人，又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受到游客的欢迎。”马蜂
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介绍。

江南水乡，枕水人家。古镇是江南一大特
色，也是人们前往江南的重要旅游目的地。冯饶
介绍，古镇一直是中国旅游市场的重要主题，近
年来，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推进，许多古镇都在
深度挖掘当地的文化内涵，重新寻找自己的定
位。

“很多古镇找到了古典与现代的结合点，将
古典文化演绎成更多游客喜闻乐见的方式，赢得
了游客的喜爱。”冯饶介绍，今年 3 月，周庄古
镇推出了自己的 IP“竹猫”，这个有着浓烈江南
文化色彩的形象，结合了年轻人的喜好和周庄的
文化特点，更便于年轻人了解周庄的文化内涵；
南浔古镇通过古风音乐节和短视频营销，在年轻
人聚焦的社交平台上吸引了大量关注；西塘古镇
每年举行的汉服文化周，不仅是汉服爱好者的聚
会，也成为向全球游客展示中国服饰文化的舞
台。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在江南古镇中，周庄高
居旅游热度榜首，湖州的南浔紧随其后，嘉兴西
塘和乌镇均位列前十。

枕河人家中
体验当地生活方式

中国地域广大，从南至北皆有古镇。塞北古
镇，镇守一方，颇多豪迈粗犷之风。江南古镇则
不同，小桥流水，烟笼人家，更多的是寻常人家
的生活气息。这份“烟火气”和古镇的文化气
质，正日益成为如今人们旅游休闲的吸引物。

乌镇景区总规划师陈向宏这样说：“古镇是
用来承载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更多向往的。”

江南春早，经过一冬，春风一吹，江南已是姹
紫嫣红，令人神清气爽，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接连
登场。马蜂窝大数据显示，嘉兴和温州是清明期
间旅游热度涨幅最大的两座城市，均上涨 187%。
这与两地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优质文旅融合产品
有很大关系。温州将楠溪古村落的民俗文化与旅
游线路深度结合，游客在一天里可以体验踩碇步、
访古屋、探民俗、坐舴艋舟等具有楠溪特色的旅游
线路。这一产品受到很多年轻游客的欢迎，永嘉
的昆曲和瓯窑小镇则将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用
生动鲜活的方式传递给游客。嘉兴也将传统的赏

花活动与特色民俗文化相结合，今年 3 月举办的
赏梅文化旅游节中，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姿态各异
的梅花，还能欣赏到编竹篮、蚕匾画等民俗展示和
汉服秀。

在南浔古镇，每天清晨，浔溪中学的教室里
都会传出诵读传统典籍的声音。这是学校为挖掘
南浔古镇历史文化内涵而作出的实践。上海游客
张先生感慨：“南浔古镇最打动我的就是当地浓
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因而我愿意在那里多停留两
天，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希望从那里寻找他
们的生活智慧。”

春和景明下江南
本报记者 尹 婕

阳春三月，江南的梅花、桃花、李花渐次盛开，在它
们的召唤下，游人走进江南春色，去摹画自己心中的江南
形象。千百年来，“三月下江南”已成为国人春天开游的仪
式之一，今天，它又有了新内涵。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
如蓝。能不忆江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

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从白居易的《忆
江南》到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人们总是对江南赞誉有
加、心向往之。自古以来，江南就是世人心目中富饶美丽
的代表，那里的斜风细雨、烟柳画桥，那里的风物、人
情，那里不绝如缕的乡愁，自无数文人墨客的笔端涓涓而
出，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成为最明丽的中国意象。

暖春时节，南浔古镇一派春意盎然景象。图为一艘游船从临水古民居旁经过。新华社记者 谭进摄

海外华社给老人带来家的温暖
杨 宁 赵雪彤

华人社团真诚关爱

纽约华埠华策会人瑞老人中心位于美国曼
哈顿唐人街。该老人中心 1972 年成立，目前拥
有会员 7000 多人，已发展成为纽约服务和设施
最完善的老人中心之一，是在美华侨华人长者
在海外相聚畅谈的温暖家园。

“老人们一有时间就会过来，拉拉家常，叙
叙过往。”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
军说。

每天清晨，都会有许多老人搭乘政府资助
的免费班车来到老人中心，和分布在纽约各区
的朋友相聚。

剪窗花、画山水、拉二胡、跳民族舞……
各类中国民俗文娱活动丰富着老人们的退休生
活。

每逢传统佳节，华人社团都为当地的华侨
华人长者送去生活用品、中式点心。甜蜜蜜的
月饼、热腾腾的汤圆，不仅传递了故乡的味
道，也带去华人社团的真切关怀。

增强老人适应海外生活的能力，帮助他们
过上精彩的晚年生活，是海外华侨华人一直以
来的心愿，也是华人社团不懈努力的目标。

“华侨华人需要什么，我们就尽力为他们提
供什么。”法国华侨华人会常务副主席、巴黎华
助中心主任董晓燕说，一些社区中心已经开始
推出一系列养老服务，例如，开设太极、中国
象棋课程以及提供现场医护服务等，让老人的
海外生活多份安心，多点幸福。

尽心尽力服务老人

吴汉斌老先生是巴西里约华联会创始人之
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生，一直以
来，他爱国爱乡，热心帮助同胞。

吴汉斌自上世纪 60 年代初来到巴西里约
后，几乎没有经商，一直帮助不会葡文的乡亲
排忧解难，积极参加侨界公益事业，受到广大
侨胞的尊敬。

如今，83 岁的吴老先生身患腿疾，生活无
法自理。巴西各侨团侨胞纷纷伸出援手，帮他

住进了当地的疗养院。
近日，圣保罗华助中心办公室主任叶王永

等人代表圣保罗华助中心以及巴西青田同乡总
会，远赴巴西里约热内卢疗养院探望吴汉斌，
送去价值近20万元人民币的爱心捐款。

“老人的听力不好，话也说不清了，只能凑
近耳朵和他说话。”回忆起看望吴老先生时的场
景，叶王永说，“虽然已经说不清话，但听着乡音，
老先生几度落泪。”

“得到帮助后，除了言语上的感谢，也有很
多人开始主动参加为侨服务的工作。”董晓燕无
比欣慰。

“在老人中心做义工，不少人都说生活更加
充实了。”梁冠军说，许多老人中心的义工，都
是 50 多岁的华侨华人。为了让老人中心成为侨
胞在海外的“另一个家”，他们希望尽一己之力。

让侨胞们老有所依

“法国有近70万的华侨华人，许多老人的生
活问题凸现出来，需要华人社团的关心关爱。”

法国华社促进会执行会长、华助中心副主任孙
元洪说。

据介绍，法国华助中心开展了众多义务服
务项目，每个周末都有义工为当地华侨华人提
供处理文件的翻译服务，帮助他们申请法国的
社会福利。未来，华助中心还将加大力度，为
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法语教学、义工陪
同等服务。

同时，华社也注意到一些老人可能存在的
社交孤立问题。“我们接下来会进一步完善华助
中心的工作，增加心理咨询等方面的帮助。”董
晓燕说，华助中心在积极探索助侨之道，让老
人在异国也能安度晚年。

“让华侨华人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孙元洪说，我们也在不断努力，
培养华人社团的良好传统，推动公益事业的发
展与中华文化的传承。

“我带着儿子一起去看望老人，希望他能有
所感触，学会感恩。”叶王永坦言。华侨华人要
用具体的行动回报老一辈侨胞的恩情，也要身体
力行给自己的后代做出表率，传承知恩图报的传
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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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鄧潤京】在52屆國際電影節即將開幕
之際，美南國際電視台導演王學新電影節辦公室專門
採訪了本屆電影節的執行主席張玲。

王學新導演：恭喜張玲執行主席，我們有幸在五
十二屆休斯頓國際電影節開幕前夕，在百忙之中採訪
您，我們特別想知道，您是經過多麼大的努力才得到
目前的進展？回首過去的付出，肯定有很多故事及難
忘的心路歷程，請你把籌備過程中一些想法與我們大
家介紹分享。

張玲主席：美南電視台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
很榮幸今天能接受美南電視台的採訪。對於這個問題
，心裡感慨萬分！我之所以能擔任這項工作成為休斯
頓電影節的執行主席，也是經過了兩年之久的思想鬥
爭和考察調研，最後才能決定承擔這項嶄新工作。我
一直在想要盡全力把它做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這
些宣傳片以及所有大會組織做的有條不紊。同時感謝
創始人亨特主席以及藝術總監凱瑟琳對我的支持。更
得感謝我們的團隊，使這屆電影節步入倒計時啟動狀
態。現在籌備已經基本準備就緒。在這個過程當中的
確實傾注了我多年的心血和奮鬥經歷，團隊成員的拼
搏與付出。我相信電影節會圓滿成功，也期待著觀眾
朋友們能在第52屆電影節當中看到更多的新影片和
經典作品。

王導：亨特主席對您長期籌備的過程讚譽有加。
你們一次次在中國和北京、上海電影節的領導層交流
，與電影家協會和發行公司等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
可以說是天道酬勤，看出你一直努力在追尋著一個夢
。這次有許多對經典影片致敬的環節，這是有積極意
義的。我們很多老藝術家一輩子都馳騁在電影的廣闊
疆域。你有很強的電影基因，大家想知道你是怎麼運
作向經典影片致敬這個環節？

張玲主席：我們這次第52屆電影節與以往不同
，今年要請了幾位老一輩的藝術家。比如說李前寬主
席、著名導演肖桂雲，著名製片人、演員張紀中。尤
其我今年我把楊步亭會長和劉毅等人，這些老藝術家
，在電影界德高望重的專家，拍過很多難以忘懷的史
詩大片的人請到電影節來。今年是我們中美建交40
週年，我請他們來也是紀念不尋常的歲月，以優秀的
影視文化增進中美人民的友誼。在國際文化大平台上
，讓觀眾能看到不同風格樣式片子，也希望亞洲的藝
術家們能與國際同行們多交流多合作。 52屆電影節

還創辦了大師講座，整個
從4月 5日開始，每天都
舉辦小型座談會，大師和
愛好電影的人面對面交流
。我希望藝術能傳承、融
合。中國的電影作品能真
正在國際平台上互相交流
，使之新人輩出，佳作不
斷，影響力不斷擴大。

王導：非常精彩！我
知道你心裡的追求是什麼
。在你的不斷實踐中，在
電影節的推進過程中，都
會展示你的這些想法，非
常值得敬佩和肯定。你說
到楊步亭局長和李前寬主
席，著名導演肖桂雲，他
們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既是我的領導、又是同行
、也是學習的楷模。我們
之間交流起都有許多感慨
。我們伴隨改革四十年共
同拼搏走來，在美國休斯
頓的熱土上，一起推動電影節。你的想法令我們受到
感動。我作為本屆電影節的副主席會在工作中竭力發
揮作用。正如李蔚華董事長說的：我們美南傳媒盡全
力做好廣告、藝術訪談、最後出品書籍，影視節目專
輯。每一屆電影節都人才輩出。出過大導演斯皮爾伯
格，出過李安，出國星球大戰的大導演等等，這屆你
請了眾多年輕人來，觀眾希望聽一下你的想法。

張玲主席：應該說我這次除了請李前前寬，楊步
亭，肖桂雲、張紀中這些知名的藝術家，我還請了我
們中戲的劉紅梅老師，她導演了音樂劇《家》。與此
同時，我還請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向能老師，應該是說
在表演系很有水平的老師。他演過的影片觀眾都很熟
悉，我是發自內心的認同。表演是一門讓人崇拜的藝
術，他能把生活中人物提煉到舞台上、銀幕上，讓大
家更發自內心的喜歡。還有一些新片的導演，青年演
員過來，我的目的是中西結合，讓各國的藝術互補。
把我們的藝術真正能與世界接軌並生根開花。作為電
影節的執行主席我深感到責任重大，我現在只有一個

目標，就是：完成好世界文化交流的使命。既然我坐
到這個位置了，目光就不僅僅是今年。目光放到了明
年、後年、甚至二十年。只要我能站在電影節執行主
席的位置，我就一定讓各國藝術家互相交流，共同發
展，讓影視帶給我們最好的精神食糧。

王導：我聽了這番話確實很感動。因為我去年這
時候與楊步亭、劉紅梅等人在邁阿密相會，很快又會
相逢在休斯頓。還有北京電影學院的向能老師，歐陽
儒秋教授、唐遠之教授、馬精武教授、李苒苒教授、
劉詩兵教授等都是老相識。電影節是什麼？它是《百
聞不如一見》，周恩來總理說過，電影節是：盒子裡
的大使，現在是新傳媒佼佼者，讓各國觀眾了解不同
族裔人文，情懷，追求、目標，理想、生命價值。因
此你這些想法對當前來說太需要了，進行中美文化交
流，中國和世界電影的交流，這是時代的需要和呼喚
。習近平主席說過，有很多好電影比如：《平凡的故
事》、《北京愛上西雅圖》、《中國合夥人》等等，
都作為國家禮品送到各國大受歡迎。現在的電影節，

這是個龐大的舞台，很高深的講壇，這裡面都會講出
很多縱橫的故事。

張玲執行主席：我希望我們電影節裡有很多新人
綻放光彩，讓老藝術家繼續發揮他們正能量！

王導演：我希望，我們電影在向世界觀眾講中國
的故事，改革創新的故事，全世界團結的故事，中西
方文化融合及碰撞的故事，再譜新的篇章。我想請您
做一下結束語。

張玲主席：通過作電影節的執行主席，我也是深
深愛上了電影和藝術。我不光要把電影節辦好，我也
在努力向這些老藝術家和導演們學習，知曉真正的內
涵。應該說在計劃當中，電影節辦完之後，我會出演
一部名為《瑪麗》的影片，我也會扮演女主角。為了
更愛影視藝術，我會努力嘗試並真正的參與進來，希
望我的感受也能影響我們觀眾朋友們。也盼望大家都
能真正愛上這個電影事業，愛上藝術，讓生活更加美
好，讓世界充滿愛！

電影節藝術訪談電影節藝術訪談

圖說圖說--------在本次電影節的辦公室在本次電影節的辦公室，，張玲張玲（（左左））接受王學新的採訪接受王學新的採訪

毛文芳博士，台灣國立中正大
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美國哈佛

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訪問學者，這次受Rice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相
邀，專程飛來休斯頓為這裡的東亞漢文化愛好者分享她多年的研究成
果。毛教授多年致力於有關明清畫像題詠研究，著有《明清女性畫像
文本探論》、《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晚明閒賞美
學》等多部著作。

當我看到毛文芳教授的研究課題和這次在Rice大學的演講內容就
非常感興趣。以我淺薄的國學知識和有限的閱讀量，一般只涉及到有
關近代詩詞書畫，風土人情等方面的書籍，很少有機會學習到把畫像
和歷史文化相結合併橫向和同時期的朝鮮、越南做對比的深入研究。
正像主持此次講座的Rice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中國文學教授錢南秀博士
開場介紹的那樣，這次的講座機緣巧合，機會難得，若不是正好毛文
芳博士來哈佛做一年的訪問學者，若不是正好Rice文學系剛剛申請到
一筆有關亞洲文化研究的科研經費，若不是素有北哈佛，南Rice之稱
的兩所高等學府之間的惺惺相惜，我們這些遠在休斯頓的古典文化愛
好者就不會有這等機緣來欣賞學習毛教授的研究成果了。

錢南秀博士主持講座。錢教授是南京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碩士，耶
魯大學文學博士，在Rice大學任教26年，她博學多才，文采斐然。

於是，在3月28日下午，我抓住這個珍貴的機會跑到rice大學人
文系教室，像多年前做學生一般懷著期待和恭敬的心情，認真聆聽了
一堂毛文芳教授的精彩講座。

講座全英文，只有一個多小時，卻涉及面較廣，毛教授盡量為大家濃縮精華，圖文並茂，並留出了
約30分鐘時間提問。下面我就盡力把自己可以記住理解的內容以及課後聽眾提出的問題歸納總結和大
家分享。

明清時期人物畫像盛行，畫像分為給活著的人畫像記錄和為去世的人畫像紀念這兩大類。那時上至
皇親國戚，下至文人騷客，甚至青樓藝妓也都流行畫“寫真”。這裡的“寫真”大家不要想歪了哈，是
指記錄日常生活起居遊山玩水等活動的人物畫，也稱之為“行樂圖”。

皇家風格的畫像比如《明宣宗坐像圖》、《明憲宗元宵行樂圖》、《玄燁戎裝圖》等。帝王們一般
都喜歡用三種畫像得瑟自己。 1、戎裝圖（顯示自己武功超群）2、風雅圖（顯示自己有文化）3、與民
同樂圖（顯示自己平易近人）。

課後台下有兩位教授指出這幅應該是明成祖坐像圖而不是明宣宗。但我自己去網上反復對比朱家幾
位皇帝的照片，覺得毛教授沒有寫錯，這就是明宣宗。朱家前幾位皇帝長得都很像，身材魁梧，方臉虯
髯。但仔細看他們的鬍鬚還是略有不同，坐的方向也不一樣。歡迎行家一起鑑別。

而民間的文人雅士們更是“行樂圖”系列的忠實粉絲，他們以畫銘志，借詩抒情，在朋友圈裡你畫
我我畫你，你給我寫首詩我給你題個詠，樂此不疲，自得其樂。代表作如清末畫家任伯年畫的《蕉蔭納
涼圖》、清代畫家禹之鼎畫的《王士禎放鷴圖》、清代謝彬、章聲合作的《楓江漁父圖》等。尤其是這
幅像主名叫徐釚的《楓江漁父圖》最為傳奇，卷上竟有自明末到晚清民國中國詩、詞、文、政、畫、書
等七十多位名流顯要的詩詞題詠，其中包括納蘭性德、王士慎、陳維菘、吳昌碩等各位大佬，真是群星
匯聚，風流盡收。把個原本133厘米長的畫卷360度環繞都寫滿了不說，還硬生生的接出了20厘米長
的捲軸讓這幾百年間諸位才子滿足了穿越時空，扎堆儿聊天的快感。

文人們除了喜歡以詩畫顯示自己的閒情雅趣，還喜歡展現自己風流倜儻的一面。比如清代禹之鼎畫
的《喬元之三好圖》，大家不要以為是三好學生哈，人家那時的三好（讀第4聲）可是指書、酒和美女
（美女還要多才多藝會吹拉彈唱的那種）。清代楊晉畫的《張憶娘簪花圖》旁邊的題跋更是生動再現了
文人雅士對美女趨之若鶩的心情。卷中人“張憶娘”本是康熙年間一位色藝雙絕的名妓，後嫁與蔣繡谷
為妾。這位蔣生娶得花魁自然歡喜，遂請楊晉繪製《張憶娘簪花圖》絹畫，還拿著和朋友聚會四處炫耀
。這下可不得了啦，當時的名人雅士紛紛“到此一遊”，一時間熱鬧非凡。再一仔細看大家的留言，溢
美之詞自然不勝枚舉，曖昧之意更是閃爍其中。比如“說好了等我回來，你咋就嫁人了呢？！”；“我
還記得和你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喲～”；“我多希望是你手中的那朵花兒呀～”等等……求此時蔣繡谷先
生心理陰影面積。

說到美女畫像，毛教授還列舉了明末清初江南地區著名的秦淮八豔圖。尤其文采不遜男子，節氣堪
比忠君的柳如是，她的畫像和傳奇經歷更是被世人津津樂道。感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自己去搜索閱讀河東

君柳如是的傳紀，這裡就不多贅述了。
另外，毛文芳教授還對比了當時朝鮮王朝、安南

（越南）流行的畫像風格，當時這兩個國家是明朝附屬
國，所以文化深受中國影響，無論是文字和繪畫都可以
看到當時與中國的許多相似之處。比如18世紀中葉朝
鮮田日祥的自畫像裡，他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
還有“四好”鷹、馬、劍和美女，是不是和中國明清時
期的文人逸士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後自由提問時，我問毛教授“是否可以理解為明
清時期流行的美人圖像多為青樓妓女呢？因為那時達官
顯貴皇親國戚的畫像都收在府宅宮中，窮人沒有錢和心
情去找人畫像，書香人家的女兒畫像也不太可能隨意在
坊間流傳吧？”毛教授還沒來得及回答，主持人錢南秀
教授就用流利的英語糾正我不應該用“prostitute”一
詞而是應該用“escort”來形容當時的官妓和藝妓，並
意味深長的告訴我她們不是妓女（估計錢教授當時心想
這是哪個系的莽撞學生說話這麼不注意修辭啊）。可我
怎麼覺得“escort”只不過是“prostitute”的委婉表達
呢？不過，我當時沒敢回嘴，只是心裡還有些嘀咕。之
後另一位老師走過來對我的提問表示贊同，而毛文芳教
授本人也肯定了我的說法。

幸運的是昨天下午在僑教中心，由美南作協舉辦胥
直萍副會長主持了另一場毛文芳博士的講座，講題為
“美色之誘，明清人文畫像的焦慮觀看與抒情演繹”，主題和Rice的略有不同，重點講解明清美人畫
像。我遂趁著孩子們去學畫的空檔，匆匆趕去僑教中心“聽畫”，補聽了一段有關那時美人畫像的人文
特徵。雖然時間不夠中途戀戀不捨離去，但也算是解答了一些心中的疑惑，更為自己可以動筆寫下這篇
文章註入了新的能量。

拙筆資質有限，難免掛一漏萬，未達毛文芳博士精華之一二，查證翻譯不精確之處還請大家海涵斧
正。

春天來了，這來自台灣的芬芳別樣清香。

作者作者：：Nancy BoNancy Bo

來自台灣的芬芳—聆聽毛文芳博士講解
“文人畫像在亞洲漢文化圈的流傳與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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