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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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音７３７MAX測試
期間又出新問題
美國執法安全現危機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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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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市場已轉變為供過于求的「買方
市場」(Buyer's market)，過去那種房子推出、隔
夜就賣出的日子一去不復返；所以，賣房的難
度增高，賣方屋主必須從最初的訂價、乃至于
最後的營銷策略都妥善打理，才能順利以好
價格賣出。

賣房的準備作業馬虎不得，以下是幾
個重點：
1. 訂價

應瞭解鄰近地區最近的房屋求售訊息，
並與經紀商一起訂價。在當今的買方市場裏，
只有獨一無二的房屋才會脫穎而出；訂價時，
最好預留緩衝空間，僅微幅把價格訂高一點
點，不要超出足以吸引買家的範圍，但也不推
薦壓低價格來吸引買家。

2. 布置房屋
屋主眼中覺得美麗的，買家未必有同感，

這可能是很難接受的事實，身為屋主，不僅只
是要費功夫打理、裝點和油漆，而且會在一心
想賣房賺錢時被迫先花錢。布置房屋的目的

是讓看房的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買家總
希望屋子看起來乾淨、清新、整潔。

3. 行銷宣傳
確保在網絡公開的照片和行銷素材都有

最高品質，足以吸引最多的潛在買家；這些照
片是房產經紀和客戶選擇是否要上門參觀房
子的决定因素。許多公開的照片看上去很糟
糕，臥室棉被皺巴巴、廚房櫃檯擺了擁擠的電
器和碗。此外，與經紀商合作制訂適合的行銷
策略，可能包括自社群媒體廣告、數位廣告等
等。

4. 展示
在安排好的日子和時段裏讓買家可

登門參觀房子。重點是，希望有興趣的買
家盡可能輕鬆參觀房產，讓參觀之行成為
愉快的經驗，所以，多半安排在周六和周
日早上或下午公開參觀。

5. 調整心態
務實地傾聽並瞭解所在社區的當前

市場狀况，可向地產經紀人詢問最近類似房
屋的成交案例、以及待售的房子，想辦法把自
己的待售屋能見度提高。在市場上的待售天
數也應納入考量，根據紐約房地產信息公司
StreetEasy報告，在紐約市，賣房從上市到簽
約的天數中間值在2019年2月增加到117天，
比前一年同期增加近一個月。

如果您對當前正在洽談的交易不滿意，
而且不急著出售，大可考慮在市場轉為對賣
方有利時再重新出手，但如果急著想脫手獲
利，就要接受眼前的嚴格考驗。
(取材美房吧)

如何順利賣房？供過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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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貸款利率在整個4月份增
加後，于5月初下降。低抵押貸款利
率，強勁的勞動力市場，低失業率和
適度的工資增長帶來的綜合積極影
響支持了我們對2019年房地產市場
穩步增長的預測。

第一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年
增長率為3.2％，高于預期。私人庫存
投資等暫時性因素落後于第一季度
的激增，並且不太可能在全年持續
存在。我們預計2019年GDP將增長
2.3％，然後在2020年放緩至1.8％。

美國勞工統計局報告4月失業
率為3.6％，創下50年來的新低。這
使我們决定將2019年第二季度的失

業率預測降至3.7％，我們預計2019
年剩餘時間內的失業率將保持平穩
，然後在2020年增加。總體而言，我
們預計失業率為 3.8％ 2019 年和
2020年分別為3.9％和3.9％。

抵押貸款利率自2019年初以
來繼續下降

我們仍然預計30年期固定利率
抵押貸款將繼續呈下降趨勢，2019
年平均為4.3％，然後在2020年增加
至4.5％(Exhibit 1)。

房屋銷售出現復蘇跡象

現有房屋銷售受益于低抵押貸
款利率和健康的就業市場。我們預
計未來幾個月將有更強勁的房屋銷
售和新房開工。這將使2019年的全
年房屋開工和銷售回到2018年的水
平(Exhibit 2)。

2019年第一季度房價升值略高
于此前預期。這導致我們將2019年
的房價增長預測上調至3.6％。另一
方面，我們預計2020年房價將增長
至2.6％(Exhibit 3)。

抵押貸款發放預計會隨著抵
押貸款利率的下降而增加

由于抵押貸款利率下降，原始
市場將從今年 2018 年的
暴跌中復蘇，這繼續為首
次購房者以及希望再融資
的房主提供動力。

展望未來，我們將預
測家庭和非營利組織的單
戶住宅抵押貸款債務的增
長率。這取代了我們對住
宅抵押貸款總額的預測，
其中包括多戶抵押貸款。

這一變化旨在與我們
的抵押貸款發起預測保持
一致，這些預測僅反映單
戶抵押貸款。

我們預計 2019 年和
2020 年的住房抵押貸款
債務增長率為2.9％。(Ex-
hibit 4)
文章來源：網絡

來自房地美的報告及預測來自房地美的報告及預測：：
穩步增長的住房市場穩步增長的住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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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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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搬家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一般5-7年，甚
至更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人一直在降低搬遷率
。事實上，自1948年美國人口普查局開始跟蹤搬遷率以來
，美國的移動率在2018年達到了歷史以來的最低點。

根據家庭裝修網站Porch最近對1,000名消費者的最新
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希望有更大的房屋
。千禧一代特別熱衷于大房子，在他們最近的舉動中，千
禧一代的可能性比60-70年代的人高27%，比嬰兒潮一代
移動的可能性高77%，因為他們想要一個更大的房子。

最主要的搬家原因：
對更大房屋的渴望：26%
渴望擁有，而不是租賃：19%
縮小規模：12%
新工作或工作調動：11%
渴望更好的社區：9%
與其他重要人物分開：6%
建立自己的家庭（例如搬出父母家）：6%
渴望更接近家庭：5%
渴望縮短通勤時間：5%
搬家的原因會決定花多少時間來尋找新房。從租房過

渡的人花了最多的時間找到。平均花了5.7個月購買完美住
宅，比其他潛在購房者長一個月。

那些搬家尋找更好社區的人花了第二長時間在4.7個月
找到他們的新家。最快的購物者是分手後搬家的人。這些
人平均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尋找下一個家。

尋找一個合適的家

如何選擇合適的社區？
噪音，交通和犯罪是購房者最關心的問題。噪音在名

單中排名第一，41%的受訪者認為這是一個主要的禁忌。
噪音比高犯罪率更具威懾力。

@夢想與現實的距離
在購買新房時需要考慮很多事情。從成本到外觀，從

大小到位置，潛在的購房者都可能面臨很長的願望清單。

根據我們的調查，新住宅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成本。超過四
分之三的受訪者在購買新房時將成本列為首要考慮因素。
第二大考慮因素是整體規模。只有一半的受訪者將房屋的
特徵列為非常重要。

外觀不如位置重要。35%的人擔心接近工作，超過
20%的人希望靠近便利店，而遏制吸引力只對 14%的人真
正重要。

願望清單很棒，但我們很少能得到我們想要的一切。
我們向房主詢問他們對現住房屋所做出的妥協。事實證明
，最理想的項目也是最受損害的。潛在的購房者在房屋成
本，功能和規模上受到的影響最大。只有2%的人對靠近便
利店和更好的社區時妥協。最重要的是，62%的人根本不
需要妥協。（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人搬家換房都喜歡什麼樣的住宅嗎美國人搬家換房都喜歡什麼樣的住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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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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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房地產市場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形成了完善的
市場體系、法律體系、調控體系。研究美國房地產行業不
僅使我們能夠洞悉許多房地產發展規律,而且對我國現階段
的房地產發展有較大的啟發意義，這些對于房產市場起步
不久的我國來講,都有較好的借鑒意義。美國房地產有以下
六大特點：

特點一：房地產業發展與社會經濟
發展比較協調

美國房地產業的發展與整體經濟發展比較協調，這在
上面的數據中已體現出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房地產投
資者的風險意識強，投資決策科學，對經濟發展與 房地產
業的關係把握得比較準確。投資者在決定房地產投資的每
一項決策之前，往往要作大量的分析研究，從人口增長、
就業情況、供求關係、投資機會等等作大量的研究，有時
研究時間跨度前後十年，對前十年的情況和後十年的預測
都要仔細研究，然後在研究的基礎上，設計投資數學模型
，進行模擬的資金流量檢驗。因此，美國房地產雖然也有
周期性波動，但漲跌幅較小，很少有象日本、香港那樣的
大起大落。 房地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還體現在對
住宅購買力的分析方面。由于美國聯邦國民抵押協會的按
揭標準規定，確定個人購房按揭還款能力的指標是“28-36
”----即借款人每月的供款額一般不超過家庭月收入的
28%，如果借款人還有其他債務（如供車等），則供樓款
加其他債務支出不能超過家庭月 收入的36%，如果超過此
限，那麼就被認為是住房負擔過重，買房者應該另外選擇
較便宜的房子。房地產開發商根據這個指標，結合對民眾
收入的調查，對住宅價 格進行定位，就可以較好地保證所
建設的房屋與民眾購買力相協調。

特點二：商業房地產以租賃作為
主要經營方式

美國象商場、辦公樓、工廠等商業房地產主要以租賃
為主要經營方式，雖然有買賣，但比例比較小，而且買賣

往往是整幢轉讓，受讓者再分租，分
割出售的很少 見。房地產以租賃為
主要經營方式，有如下優點：有利于
房地產的專業化規模化經營；可以減
少了公共部分產權分割帶來的許多麻
項；有利于租戶盤活資金，資金不
會被套在房地產上，且進退容易；有
利于房地產證券化的發展。房地產租
賃經營的另一個好處是，提高房地產
市場分析的“效率性”，由于房地產
租金水平能比較准 確地反映房地產
市場的供求關係以及社會整體經濟形
勢，租賃經營將使房地產價格的透明
度增加，收集信息的效率提高，克服
了房地產售價的易變和不可捉摸性。
經 濟學家認為正常的房地產市場，
從投資角度來看，某一房地產是否值
得投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產生租
金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有關房地產
經濟的理論、估價方法 等一般都是
建立在租金分析的基礎上的，而比較

少用售價來分析。

特點三：房地產業經營的規模化
專業化程度高

現代社會的發展導致了社會化、專業化分工，美國房
地產行業也體現了這一特色。美國房地產行業分工明確，
有專門的土地開發商、建設商、
中介經紀商、保險 商、抵押服務
等機構。土地開發商負責土地開
發，地塊劃分商（Subdivide）,
負責地塊的規劃設計，中介經紀
負責市場銷售策劃，保險機構負
擔災害風險、抵押信用風險、產
權保險風險，抵押服務則負責抵
押貸款的後續管理。由于分工細
，每 一市場參與者都對本行有豐
富的經驗和知識，而且實力雄厚
，往往都是跨州、甚至跨國的集
團公司，開發的房地產上規模、
上檔次，房地產管理也上檔次、
高效率。 例如，美國最大的寫字
樓投資者之一 ——“寫字樓投資
信 托 基 金 公 司 （Equity Office
Properties Trust）”擁有 287 幢
寫字樓，總面積760萬平方米，
分布在26個州。

美國房地產投資的專業化還
體現在用房的不建房，建房管房的不用房方面，例如大型
商業中心，一般都是由大型房地產公司（或基金）開發並
持有產權，然後由商家租賃經營。

特點四：房地產貸款結構以
消費市場為主

美國的房地產抵押貸款以消費市場為主，主要是為個
人買房提供資金。1998年上半年統計，個人購房按揭貸款
總額占房地產全部抵押貸款總額的76%，如果加上多戶型
住宅，則比例高達82.4%。其它貸款包括開發貸款、建設
貸款、商業樓貸款、農場貸款等等加起來才占17.6%。這種
貸款結構的理由很簡單：只有購房者買得起，開發的商品
房才能賣得出去。商品房賣得出去，房地產開發商有了資
金，就等于支持了開發商。相反，如果把錢貸給開發商，
購房者沒有資金支持，只能是房越建越多，積壓越來越多
，結果只能是房地產公司經營困難，金融機構的爛帳壞賬
越來越多，最後危及金融市場的安全。另外，貸款流向開
發市場的結果也可能會使沒有資金實力的房地產開發公司
，玩空手套進入房地產市場，影響房地產市場穩定。實踐
證明，美國的這種貸款結構是非常合理的，這也是抵押證
券化的基石。

特點五：有健全的房地產保險制度
保險業在美國房地產業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是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保證，房地產市場的運作靠保險
業來分散和避免風險。有關房地產的保險包括自然 災害方
面的保險、建築期保險、抵押信用擔保、抵押證券發行擔
保、產權保險等方方面面。健全的保險制度分散了房地產
投資風險，使房地產投資、買賣、房地產抵 押等安全可靠
，房地產成為一項收益穩定，風險有保障的投資工具。

特點六：集約用地，土地利用效率高
雖然美國地大物博，人口密度不高，但是美國在土地

利用方面充分顯示出經濟家的精打細想，充分合理利用每
寸土地，土地的集約化程度和利用效率很高。美國的城 市
用地的開發比較注重內部挖潛，而不追求外延擴展，除住
宅建設按美國人的習慣一般一戶一幢外，商業房地產則集
中在市中心區，全都是高樓大厦，然後在市中心 周圍留足
充分的綠化用地、休閑用地，使城市既環境優美，又生機

勃勃。如紐約市，是世界經濟中心城市，全市面積645平
方公里，但商業用地（寫字樓、商場、 酒店、車庫等用地
），只占30.37平方公里，比例不到5%，在這塊比例不大
的土地上，提供了 176萬就業崗位，而工業用地也只有
58.32平方公里，比 例不到10%。（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地產六大特點美國房地產六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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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房屋保險一直是租房和買房的
新手容易搞不清的問題，因為美國的房屋保
險是必要且不可少的。

我們平時所談及的美國房屋保險，一般
是指買房者為自己的房子購買的保險，這是
最基本的保險。其實美國的保險還有很多名
目，如在美國租房子，租客也需要購買一個"

租戶保險"以保障自己財產的利益不受損失。

1、美國房屋保險分成哪幾類？
美國房屋保險分成被分為三類：屋主保

險、住戶保險和地震保險。
屋主保險：是指保險公司只對屋主日常居住
的房屋給予屋主保險，也就是說，一個人只可

以買一個屋主保險，擁有
幾棟房屋的屋主，對住所
以外的房屋不能買屋主
保險。屋主保險又可分為
4種：基本保險、綜合保險
、特別保險、全面保險，等
級依次變高。四類保險費
用差價不大。

住戶保險：包括基本的住
戶保險、全面住戶保險、
特別保險、租戶保險、綜
合保險、共有公寓住戶保
險、老舊房屋保險等，種
類繁多。住戶保險的範圍
包括除水災、地震、戰爭、
核能意外等自然災害外

的意外損失。

地震保險：包括地震、戰爭、核能意外、洪水災
害等，通常排除在大多數的保險條款之外。主
要是在美國地震多發的西海岸如加州需要額
外購買次險。

2、在美國房東購買房屋保險一般需要多少錢
？

各個保險所需費用都不同。如地震保險：
在地震多發地區，一棟價值20萬美元的房屋
，每年的地震保險費約需400-600美元，幾乎
相當于屋主正常的普通房屋保險費。在地震
極少發生的地區，地震險的保險費則相對便
宜。

3、有什麼方法可以降低房屋保險費呢？
一般來說提高自付費，可以減低房屋保

險費。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減低保險額，或
者把房屋與汽車同保來減少保險費，另外，有
些保險公司會給3到5年的老客戶5%的折扣
，6年以上的老客戶10 %的折扣。最後一招，
加強房屋安全性，如安裝煙霧報警器(Smoke
Detector) 或防盜報警器(Alarm) 可能會得到

5%的折扣。

4、在美國買房為什麼需要購買房屋保險？
這種保險主要保賠火災對房屋造成的損

失，所以有人叫它火險(Fire Insurance)。其實
屋主保險還保賠許多其它原因對房屋或個人
財產造成的損失，以及客人甚至路人發生的
意外。

5、在美國貸款買房必須購買房屋保險嗎？
如果買房是用貸款的話，那麼貸款公司

會要你在過戶之前購買屋主保險(Home
Owner Insurance or Hazard Insurance)。

6、在美國房屋保險的索賠程序是怎樣的？
房屋保險的索賠程序如下：
屋主在房屋損失發生之後的60天內一

定要申報，並填寫"損失證明"交保險公司。
所有財產損失都要折價(購買重置成本

保險的除外)。如保險公司經營作風惡劣，不
按法規及合約規定理賠，投保人應將整個事
件的緣由記下來，保存好與保險公司溝通的
信件副本，以便找律師控告保險公司。
(取材網路)

買房須知買房須知美國房屋保險易出現哪6個問題？

中國限購的日益嚴格，使得很多國人把
投資地產的目光投向海外。美國作為全球經
濟強國，歷來受到國人的青睞，覺得美國房產
賺錢出海投資的更不在少數。但是國人真的
瞭解美國房產市場嗎？海外版塊頻繁出現的

“職業租客”（Professionalrenter）又是什麼？
對于持有美國房產的國內買家，出租房

屋的方式有兩種，一為自己出租，二為委托房
屋托管公司。

初次投資美國房產的買家，多會選擇自
己出租，以賺取100%的房租。但是，如果不能
長期居住在美國的國內買家，無法親自打理
房屋，堅决建議買家委托房屋托管公司進行
出租。原因如下：

1、委托房屋托管公司出租，省時省力
在美國，房屋裏面燈泡壞了，馬桶堵了，

水龍頭壞了，如不能及時的修復，就可能被租
客起訴，不僅被人占著
房子收不到房租，還要
搭上大把的時間精力
及律師費。

2、自己出租，租客
背景調查不準確

美國有完善的社
會信用體系，使賴債和
有犯罪前科的人難以
遁形。但由于國內買家
出租房屋時很少對租
客進行信用背景調查，
有的甚至沒有比較規
範的合約，因而經常淪
為受害者。“職業租客”
一次也由此而生。

“職業租客”主觀上有
故意拒付房租的惡意，
是導致房屋租賃糾紛
衝突的主要肇因，還容
易引發其它的刑事案
件和民事訴訟。

3、為什麼會出現
“職業租客”？

在美國，特別是在
紐約、加州這樣的大城
市，法律都是保護弱者
的——租客。紐約市為
了減少租客被驅逐事
件的發生，為遭受驅逐的租客提供律服務。也
就是說，如今租客跟房東打官司，不需要自己
花一分錢，全由政府買單。房東只要被租客起
訴，就要跟政府打官司，費時費力費錢。

“職業租客”一般都知道頭30天是一個
關口，在這段時間內他們會偽裝良善，矇騙房
東，使其不知不覺錯過逐客時機，淪為待宰羔
羊。等熬過30天，“職業租客”就會露出真面
目。他們與房東發生直接衝突時，房東也不能
自行驅趕。要知道，在美國“非法驅逐”屬於刑
事罪，租客有權對“非法驅逐”造成其損失向
法院要求三倍賠償。

但是，如果房東通過法律途徑解决“職業

租客”問題，那就可能遇到被租戶反咬一口的
“窘境”。房東只要被租客起訴，就要跟政府打
官司，費時費力費錢，所以多數房東選擇私下
解决。

總結：
自己出租：適合業主長期居住在美國，可通過
自己出租管理的方式進行。做好租客前期的
背景調查，瞭解“30天法則”。
委托房屋托管公司：不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業
主，省事省力省心。
(取材網路)

房產出租為什麼要找房屋托管房產出租為什麼要找房屋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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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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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在留學過程中，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
位證是必不可少的學術材料，那麼今天就讓百利天下留學和大
家一起來瞭解它們的作用是什麼，應該去哪開以及如何開具這
些材料等內容。

作用
成績單是展示申請者之前的學習水平、能力、背景和成果，

也是學校判斷留學生是否符合其入學要求的重要憑證。通過成
績單可以看出申請人是否具備所申請專業 所要求的一些前提課
程及其背景，以及學校非常看重的GPA。美國研究生和博士的申
請要求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對于已經畢業且拿到畢業證
學位證的申請人 來說，只需提供畢業證和學位證即可，但是有一
部分申請人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還沒有畢業，還沒有拿到學位，那
麼這時需要由學生出具在讀證明表明申請人目前還是 在讀的學
生，畢業後就可以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樣就符合美國碩士和
博士申請對于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的要求了。

辦理機構
我國大學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一般由教務

處，學院或者檔案館開具成績單。具體以所在學校要求為準。

如何開具
針對學生目前所擁有的學位及其修讀方式的不同，材料開

具的類型分為以下幾種：
（1）統招本科在讀學生：針對本科大三在讀的學生，一般申請的
是次年的秋季的碩士和博士，需要開具本科期間前三年的中英
文成績單（如截止日期較晚，學生已經擁有了大四上的成績，則
可以開具三年半的成績單），畢業離校之前辦理四年完整的成績
單帶到美國院校。
（2）統招本科畢業的學生：針對本科畢業的學生，需要開具本科
四年的中英文成績單；學生拿到中文畢業證學位證後，進行複印

，同時拿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學位
證明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3）統招研究生在讀學生：針對研究
生在讀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業
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同
時開具研究生階段已經完成課程的
中英文成績單和研究生階段的中英
文在讀證明。
（4）統招研究生畢業的學生：針對研
究生畢業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
業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
同時開具整個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的
中英文成績 單；學生獲得研究生階段
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後，要複印原件，
同時帶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和學
位證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5）雙學位的學生：針對雙學位的學
生，如果學生申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
的第二專業沒有多大關係，申請人則
可以選擇性的提供或者不提供第二
專業的學術材 料，但是第一學位的學
術材料是一定要提供的；如果學生申
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的第二專業更
加相近，則第一和第二學位的學術材料都需要提供。
（6）海外項目的學生：針對有些申請人本身本科四年就是在中國
以外的國家讀的，申請人則需要要求自己所在的國外院校直接
提供成績單學位證給所申請的美國 院校；對于本科讀的是2+2

項目及其類型的國
內外合作辦學項目，
申請者需要同時開
具國內和國外兩個
學校的成績單，在讀
證明/畢業證學位證
。
（7）專接本/專升本
的學生：對于專接
本/專升本的申請者
，學生需要開具在專
科期間和本科期間
的中英文成績單；專
科期間的畢業證中
英文，及其本科期間
的在讀證明中英文
（在讀生）或者畢業
證學位證中英文（畢
業生）。

開具時間
開具時間一般

在申請當年的 9 月
份，如學生申請時是
大三的學生，則需要
在大四一開學，也就

是9月份就去找相應機構進行開具。

開具的數量
成績單開具的數量是申請學校的數量的1.5倍。之所以準備

這麼多成績單，第一，有的學校成績單需要郵寄兩份；第二，申請
季時，學校因為忙碌，導致學生的 材料丟失，不得不讓學生重新
郵寄材料；第三簽證季和入學時，學生仍然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績
單等材料，寧多勿少。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開具的數量是申
請學校 的1.5倍，原因參考成績單開具數量。

注意須知
我們介紹了成績單開具的類型和注意點，下面給大家說一

下成績單辦理的須知：
* 請提前詢問學校相關部門是否有英文成績單，中英文在讀證
明/畢業證學位證；
* 沒有英文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的，此時需要學生自
己翻譯成績單；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均需蓋公章；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都需要提交給國外學校；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需用膠水密封在學校的
信封裏；
*密封好以後，需要在信封的封口處，騎縫蓋學校的公章；
* 如果學校的成績單上是以優良中差來評判的，請學校提供評判
的分數區間；
* 某些學校對于學生自己翻譯的成績單不予以蓋章，此時需要學
生到公證處做成績單公章，學校才予以蓋章；
*有些國外的大學會針對國際生申請的專業要求做成績認證，此
時學生要在學校指定的機構做成績單認證，認證完後，該機構直
接會把認證報告寄到所學生指定的學校。

好了，親愛的留學小夥伴們，以上就是百利天下留學為您製
作的學術類材料的開具的注意事項，您瞭解了嗎？

美國留學美國留學不可小覷的那些證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0624E 簡

【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MBA留學是具有非常大競爭

力的，同時從學制上來說，美國MBA大
多為兩年制，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國家為
一年制MBA，那麼這兩種學制的MBA
有什麼區別呢?

和 極 限 運 動 參 與 者 一 樣，美 國
MBA專業的學生費盡唇舌讓他們的朋
友、家人以及未來的雇主相信，他們正
經歷著一次相當累人的經歷。商學院是
緊張的——我們 發現人們都這麼說)。
這個口頭禪模糊了一個事實：包括幾乎
所有美國MBA課程在內，很多MBA課
程都是兩年制，而大多數歐洲的 MBA
課程都是一年制。

除了時間長短外，還有什麼區別呢
?兩類課程的時間並非決定商學院排名
的主要因素，雇主似乎也沒有厚此薄彼
。課程提綱看上去也很相似。不過，所有
的課程顯然不會一樣。

首先，美國一年制MBA和兩年制
的緊張程度存在區別。

在一年制的課程安排中，你別指望

會有沒課的週五，也別指望工作和生活
的平衡。整個項目的壓縮，給你留下了
很少的空閑時間。如果你落下了，就沒
有機會再追趕上去了。作為 50 年前開
創一年制MBA的先驅，在歐洲工商管
理學院(Insead)，早上8:30開始上課，下
午7點結束。節假日也是如此。

在這種模式中，大部分核心課程被
安排在最初4個月的衝刺期內。工科和
經濟學科的畢業生們可能會覺得某些
課程是小菜一碟，比如統計學和會計學
，而對那些沒有數學背景或者沒有接受
過經濟學教育的學生來說，它們卻難如
登山。
班級構成也是不同的

美國一年制 MBA 課程的班級裡，
委培學生可能會更多一些，學生的年齡
或者更大一些。歐洲的某些一年制
MBA 班級，學生的平均年齡明顯大一
些——通常大約 29或者30歲，這意味
著他們擁有更多的工作經驗。經驗較豐
富的學生可能會發現，在一個很少有人
曾有管理經驗的班級裡討論領導力，會

讓他們有挫敗感。
至於課堂內容，區別也很明顯

一年制的項目會把一個原本
10次3小時的課程壓縮成16個90分鐘
的小節。而兩年制的MBA課程，如西班
牙 Iese 商學院開設的 MBA 課程，卻有
時間堅持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模式，即每節課都圍繞一個商
業案例展開討論。這意味著時間較短的
MBA 課程不會花時間來複述材料。學
生在教科書上可以找到這些材料。

這兩種學習模式的關鍵性區別是
在校外。兩年制項目的核心，是第一學
年和第二學年之間長暑假中的一次實
習。這份夏季工作可以讓學生們暫時放
下學習，嘗試一份為期 12 周的不同職
業。

美國MBA專業兩年制的項目會提
供謀劃調動的空間以及更多交際的時
間。而一年制的課程把學習精簡為瘋狂
的快跑，在患難與共之中建立友誼。所
以，那個好哪個不好，還是要看是否適
合你自己。

美國兩年制美國兩年制MBAMBA和一年制和一年制MBAMBA
有何區別有何區別？？

【來源:僑報網】
美國各地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每年均大比

例增加，美國大學大量招收中國留學生的主要

目的，是賺取比本地大學生學費高出數倍的金
錢。許多中國留學生水平不夠格，但中國留學生
卻擠走了美國學生的入學機會。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報道，中國留學生奪去了
美國留學生的大量資源。
中國學生根本沒準備好留
學，他們根本不知道分析

性文本到底意味著什麼，也很難達到分析性思
考或寫作的基本要求。即使這樣，美國大學仍然
競爭多收中國留學生。

報導稱，在美國，中國留學生的數目已增長
至30多萬。僅密歇根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數
量就已達到4400多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
國留學生的數量也 已達到1200多人;而10年前，
這所大學裡中國人的數量只有47名。波士頓地
區的大學中，中國留學生的數量達到4.5萬人。

福克斯新聞網的報道批評美國大學為錢忘
義。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他們正奪
取本屬美國學生的資源。高校機構變得越來越
貪婪，這也就意味著許多美國學生收到了大學
的拒信，而中國學生卻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被
錄取的喜悅。

金錢推動中國留學生一直湧入美國。因為
留學生支付的全部學費幾乎是本土學生支付學
費的兩倍。美國的大學和學院當前正熱烈歡迎
亞洲的學生，甚至還雇傭會說普通話的員工來
錄取中國學生、幫助後者順利進入美國大學。

報導認為，中國學生就學術而言並不比美
國學生準備更充分。一些學校發現，他們需要更
改甚至簡化課程、來滿足中國學生的語言以及
學習要求。報道還稱，中國部分學生前往美國求
學時，似乎有花不盡的錢，他們一到美國就買上
奧迪、奔馳或雷克薩斯。而美國學生往往開家裡
的舊車。

美國大學為錢狂招中國留學生
搶佔本地學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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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故事

从一个楼到一个园

“5 年前，俄罗斯天燃气集团、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和圣
彼得堡华人华侨联合会共同成立了俄中商务中心。我们成立俄
中商务中心的时候，就是想给‘一带一路’打造一个‘驿站’，
让更多的俄罗斯人了解真正的‘一带一路’。”陈志刚的名片
上，诸多头衔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俄中商务园总裁。

5 年前，俄中商务中心只有一个中国楼，为中俄中小企业服
务。但是，很快就不够用了。陈志刚介绍，俄中商务园 2015 年
成立，由俄中商务中心、俄罗斯天然气集团共同打造，坐落于
圣彼得堡瓦西里岛，旨在为中俄两国企业寻找有效的合作伙伴

和投资者，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为中国机构、企业走进俄罗斯
提供支持和保障。

“目前，俄中商务园已经入驻 100 多家中俄企业，每年接待
来自中国的 200 多个团组。”陈志刚对近几年来中俄商贸往来的
增多有着切身体会，“刚开始时，俄中商务园每年只能接待中国
国内几十个团组。如今，中俄商贸往来越来越热。一方面，中
俄经济本身具有很高的互补性；另一方面，这几年俄罗斯的理
念在转变，推出了一系列对外招商引资的政策。可以说，中俄
的商贸合作越来越成熟。”

从皮夹克到跨国集团

1993 年 1 月 13 日，27 岁的陈志抵达俄罗斯，目的是到圣彼
得堡国立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是北京农业大学

（现中国农业大学） 的留校老师。
对于俄罗斯而言，那是一个物资短缺的年代，也正是“国

际倒爷”盛行的年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还在读书的陈志刚
拿着几件皮夹克走进了“跳蚤市场”。“‘三进三出’，我真的很
不好意思很纠结。第四次，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一件皮夹克拿在
手上，还挡住了脸。”陈志刚笑言，“事实上，我人生中第一次
做买卖出乎意料的顺利。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件皮夹克卖了
150 美元，进价只有 50 美元。”

就这样，还在上学的陈志刚周末就成了“跳蚤市场”的常
客，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就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20 多万美元。

4 年留学生活结束后，陈志刚选择留在俄罗斯，也选择了弃
文从商。从此，他的俄语优势以及对当地政策民情的了解帮助
他在从商的道路上一路披荆斩棘。

1997 年，感觉到竞争压力增大以及利润空间缩小，陈志刚
毅然撤出皮货行业，正式注册 IBT 公司，立志打造圣彼得堡最
好的中餐馆。他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找准升值空间巨大的
老楼，成功收购多处房产，也实现了中国餐馆遍地开花的梦想。

2000 年，他开始了事业版图的新一轮扩张。2000 年，IBT
集团律师事务部成立；2001 年 IBT 集团贸易总公司成立；2005
年，IBT 集团建筑投资总公司成立，同年，并购了多家从事清
关、航空票务、建筑、建材行业的中方独资、中俄合资公司股
份，组建全新的 IBT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从商人到侨领

2005 年，陈志刚不仅是一个跨国集团的掌舵人，他还接过了
一份社会责任：当选为圣彼得堡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席。

“我们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应该努力做横线联谊，沟通中俄。
我们应该努力融入当地，跻身于主流社会。这是我们的努力方
向。”陈志刚认为，“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生活中，进入他的油盐
酱醋，让他们感觉到中国资本，跟他们一起去体验水的深和
浅、凉和热。这样才能发现更好的商机。”

陈志刚的努力得到了俄方的认可。2013 年，他受聘为俄罗
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圣彼得堡民族政策委员会常务委员。
2017 年，他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头衔。

一边经商一边进行社团工作，这是陈志刚如今的生活常
态。这对于曾经在校团委工作过的他而言，如鱼得水。

说起当年放弃回国就职的决定，陈志刚还是觉得有些遗
憾。“我其实有时还会梦想回到讲台。所以，这些年，和中俄高
校合作了很多项目。3 年前，我成为暨南大学的校董。”他的自
豪溢于言表，“当年选择留在俄罗斯，原因之一是我觉得中俄两
国贸易刚刚起步，将来一定是需要人才的。如今，看着中国的
快速发展，也偶尔会遗憾当年把自己扔在了俄罗斯。不过，幸
运的是，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俄友好往来，现在都
是我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运用自己对俄语俄罗
斯民情以及俄罗斯资源的了解，更大限度地对接中国的资源，
为自己也为相关企业创造更好的机遇。”陈志刚说。

俄罗斯华商陈志刚：

“想为‘一带一路’打造一个‘驿站’”
本报记者 张 红

最近，在俄罗斯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圣彼得
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第四届俄中商务论坛与
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发展
论坛成功举行。从本次起，两个论坛均被纳入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平行分论坛。有一位在
俄华人尤为高兴。他正是承办这两个会议的俄
中商务中心、俄中商务园总裁陈志刚。

从留学俄罗斯的在读博士，到“国际倒
爷”，从圣彼得堡“饭店大亨”，到跨国集团掌
舵人，弃文从商的陈志刚百炼成钢。如今，拥
有俄罗斯联邦自然科学院院士头衔的他又把目
光转向了“一带一路”，并开始努力为中俄企
业对接出谋划策。

商 界 传 奇

“ 中 餐 厅 要 在 德 国 发 展 好 就 一 定 要 有 特
色，只有特色精品中餐才有生命力。”近日，
德国文成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王永成在接受采
访时说。

20 世纪 30 年代，王永成的外公远赴荷兰，
随后在欧洲几个国家辗转谋生；1980 年左右，
王永成的母亲也去了欧洲；1991 年，王永成大
学毕业后从中国到德国，随后在那里“扎根”
并发展起自己的餐饮事业。

从家族餐饮业做起

浙江文成县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王永
成就出生在那里。20 世纪 30 年代，王永成的外
公先去荷兰谋生，随后很多亲戚都奔赴海外，
后来家族里主要成员基本都去了欧洲。王永成
则因为当时年纪太小又不舍得中断中国文化课
的学习，所以直到大学毕业后的1991年才出国。

“上世纪90年代恰逢欧洲边境开放，欧盟成
员国之间人员可以自由流动，很多在欧盟成员
国做生意的华人都借机去了德国发展，我也是
在那时到的德国。”王永成回忆说。

王永成表示，语言不通是他初到德国时面
临的最大挑战。当时王永成的家人经营的餐饮
生意处于起步阶段，他平常要帮家人打理生

意，拿不出专门的时间学习德语，只能从身边
的事物开始自学。

“很庆幸当时德国有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
王永成笑着说，“那时每天看报纸，虽然文字不太
懂，但由于有配图，基本能猜出大概意思，学习德
语的信心也大大增加了。”就这样大概半年后，王
永成就可以进行简单日常交流了。

在德语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王永成也从
家族餐饮事业的参与者，慢慢成长为管理者。
在王永成 30 岁的时候，除了继续打理家族餐饮
生意，他还在德国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中餐
厅。

特色中餐做精做好

每个人做生意面临的机遇不一样，在德国
的这些年，王永成身边也有朋友因投资不善最
后血本无归，但他从 1997 年开始经营自己的第
一家中餐馆到现在，生意一直比较平稳。“可
能饮食是刚需吧！”王永成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欧洲经
济受到了很大影响，王永成在欧洲其它国家的
很多亲戚都感慨“生意难做”，但王永成的生
意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具有超前消费观念
的民众在德国占比很小，普通民众消费一般都

是量入为出。正是这种消费观念让德国在面对
金融危机时，比欧洲其它国家更有抵抗力。”
王永成说。

尽管宏观经济环境尚好，但餐饮行业的自
我变革却一直在进行。据王永成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中餐馆采用的是传统点餐模式；到 2000
年左右，当地开始逐渐兴起大型自助餐模式。

“我们研究改进了这一模式并加入了烧烤菜品，
同时餐厅规模也从原来的小型中餐馆拓展成为
可同时容纳三四百人就餐的大型自助中餐厅，
营业额亦迎来成倍增长。”

“从 2018 年开始，德国当地不再允许大型
自助餐厅聘请中国厨师，但要保证中餐的特
色，餐馆基本上都是从国内聘请具有专业水平
的厨师，所以不让聘请中国厨师，对中餐馆的
影响很大。”王永成说。

面对现实困境，王永成想出了两个解决办
法：一是从特色中餐入手，放弃以往薄利多销的
自助餐模式，回归传统做精、做好中餐，比如做
北京烤鸭、四川特色火锅等；二是从传统中餐行
业里突围，拓展周边行业，比如酒吧、俱乐部等。

了解规则投资兴业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

高，到德国投资兴业的中国人不断增加，但由
于不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及相关法律法规，不
少人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

对此，王永成说，任何在德国的个人或者
公司行为都必须以当地法律为依据，所以建议
在投资前一定要先咨询法律顾问，然后再考虑
是否投资。

他举例说，中国与德国在投资房地产方面
有截然不同的情况。德国虽然土地价格低，但
工程造价高，建造一栋价值 30 万欧元的房子，
可能地价只需要 3 万欧元，但造价却要 20 多万
欧元。“因此，如果中国开发商到德国开发房
地产，不能只看地价便宜，还要考虑开发期限
和工程造价。如果到了约定时间未建造好，还
可能面临土地被收回或被罚款等问题。”

如今，王永成已经赴德经商近 30 年了。据
王永成介绍，在早期通讯不发达、人员往来不
频繁时，华商需要用自己的言行让德国人以及
欧洲其它地方的人认识真实的中国。在华商们
看来，他们不仅代表个人，更是外国人认知中
国的重要渠道。

“现在获取信息方便了，网上有针对中国的
片面报道，我们会举实例来予以反驳，希望通过
这些努力让德国人了解真实的中国，也希望中德
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能够不断加强。”王永成说。

（来源：中新经纬客户端）

德国华商王永成:

特色精品中特色精品中餐餐才有生命力才有生命力
吴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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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6月27日，休斯頓國際區區長（Chair-
man of International District）李蔚華在國際區會議室召開董
事會（Board of Directors of International District) 會議，討
論國際區的最新工作進展，了解國際區董事會新成員候選人
情況。德克薩斯州議員（House of Representative of Texas
）Hubert Vo 出席會議。

董事會新成員候選人、國際商業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Commence）副總裁Anness Jensen、RS General
Partner LLC 經理Jay Shani 、大地投資集團（Greatland In-
vestment）總裁Stephen Le Jr. 分別向國際區董事會介紹自
己的經歷和背景，提出加入董事會的設想和計劃，送交董事
會評估投票決定董事會新成員名單。

會議批准2019年6月5日舉行的會議紀要；接收並批准
書記員的總結報告；接收公共安全委員會的最新情況和建議
；考慮購買和安裝精密的投影儀和屏幕；考慮購買用於休斯
頓警察局（HPD） Westside Division的安全攝像機；

考慮來自Alief社區協會的“榮譽英雄” 午餐會的讚助
費用；考慮7月4日國慶節購買國旗的資金申請；收到國際
商業和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最新進展情況和建議；聽取國際區
醫學中心的籌建計劃；收到執行董事的支持服務計劃的舉措
和實施的報告。

休斯敦國際區（International District, ID）是一個擁有

12平方英里的地區近99,000人的家園，使其成為休斯頓人口
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ID不僅因其人口密度高而獨樹一幟，
而且也是該市文化最多元化的地區之一。該地區內有各種強
烈的文化特徵，國際區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以及各類企業
的發展和各具特色的教會具有獨特的代表性。由於該地區人
口不斷增長且需要連通性，ID正在開展一項宜居中心研究，
以確定該地區如何轉變為一個人們可以生活，工作和娛樂的
社區，減少對汽車的依賴。轉變ID的願景是以一種包含當地
文化的方式增加步行性和連通性，使該地區成為休斯頓觀光
、購物、娛樂、消費等的目的地。

休斯頓國際區李蔚華區長召開董事會會議 德克薩斯州議員Hubert Vo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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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NancyBNancyB 騰雲駕霧，直飛貴陽，這一次我
們要去貴州走一走。貴州多山少田
，地處邊陲，有八分山一分水一分

田的說法。當地人自嘲貴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分平、人無三分
銀，就是描述貴州是個多雨多山少田的窮苦之地。但也正因為以
前交通不便沒有被過度開發，所以如今的貴州風景才更具自然魅
力，山清水秀，森林覆蓋率達95%，有大氧吧的美譽。而且貴州
當地人非常感謝國家的“精準扶貧”政策，正是因為這個政策才
讓貴州有專款大力修高速、修機場和高鐵，讓山中奇石異草可以
運出去，山外的遊人可以走進來，路通了，也有商家願意投資入
黔，所以，這幾年貴陽的經濟從三線城市已經發展成為二線城市
。

前幾天貴陽還陰雨連綿，我們一到就藍天白雲，地面的雨水
還沒乾透，天空就露出熱情的笑臉迎接我們。第一站我們入住在
位於青岩古鎮中的文凡狀元別院。青岩古鎮是貴州四大古鎮之一
，建於明朝，是邊陲要塞。而文凡狀元別院的由來也是因為貴州
第一位文狀元趙以炯的家就在這裡。

這文凡別院太別具一格，因為位於古文化遺產之中，所以這
酒店的風格完全配合融入四周的古建築，沒有門匾沒有霓虹，正
門就是樸素的原木色雙開大門，靜靜佇立在僻靜的街盡頭。別院
側門和青龍寺比鄰，朱紅的木門隱在石階草木之間，門口有別院
的人負責守門，晚上八點準時落栓上鎖。正門門鈴竟然是個手工
的拉線搖鈴，輕拽一下，只聽園內銅鈴叮噹，一位眉清目秀身著
桔紅色麻質上衣黑色軟褲的小妹輕輕的打開門，看到我們手上戴
著文凡特有的紅色手環，就側身讓我們進入。隨後身後咣當一聲
，笨重門栓重新落上，女孩悄沒聲息的隱進花木叢中不見了芳踪
。

你千萬別以為我是在說紅樓或是講聊齋，我一點都沒有誇張
。這片灰色的，曲徑通幽讓我分不清方向的大宅子，真真的讓我
們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的著迷。院子分東南西北四院，間隙各
有分枝小路。灰磚灰瓦青石板地，飛角重簷錯落有致。或見翠竹
林立，或見綠蘿爬藤，水流潺潺，金魚游弋，石階層層，通往各

處宅院。有品茶齋有輕食府隨時免費供應茶點；有游泳池有地下
酒吧和兒童活動中心，考慮的面面俱到，且都巧妙的隱在各個角
門旁、石階盡頭甚至一潭清水池底下，讓人尋尋覓覓，總有驚喜
。客房也是古香古色，不愧“文凡狀元別院”的美名。線裝書、
毛筆架、茶具精美別緻，茶葉用青綠的小瓷罐裝著，一嚐竟是今
年的新茶。

工作人員分別身著三色不同麻衣軟褲，並不會在你眼前晃悠
，但如果你迷路了，肯定會不知從哪個門閃現出來一位小哥或者
小妹，悄聲問你需要幫忙嗎？我稍微觀察，橘紅麻衣者主司內外
門戶聯繫，白麻衣者主司內部打掃收拾，灰麻衣者主司介紹接引
。你們說就這佈局和作派，如何不讓我們如入大觀園一般好奇呢
。

我們光在酒店裡就探尋流連了許久，終於找到青龍寺旁的側
門出來，可以直接交來到古鎮的小街上。這裡真的是一個坎內一
個坎外，古鎮小街上香味撲鼻，各色小吃土特產應有盡有，充滿
人間煙火氣息。古鎮上也是青石板路,蜿蜒逶迤著通向四方。我們
走進小鎮深處，許多地方也逐漸呈敗舊之相，石板斷裂，低窪積
水，土狗滿街跑...但偏偏那明清的幾角飛簷，幾處古寺，抑或幾簇
濃密的翠竹，把這破敗景緻平添了一抹頹廢的美，讓人怎麼看都
不易生厭。

我們登上古城牆俯瞰城內外，旌旗招展，彩霞滿天，古鎮被
青山環繞著，一派寧靜祥和。下了城牆又逛到青龍寺旁的翰林苑
吃晚飯，進去一看也是別有洞天。水車、魚池、小橋流水，樓上
樓下兩層中間還有天井，邊吃飯邊看魚賞花聽古箏，還以為進了
什麼神仙洞府呢。

吃罷晚飯回到文凡別院，燈火悠然，不明不暗，人影也看不
到一個。白天如果是紅樓夢，晚上就有些聊齋的調調，我們捨不
得睡覺又去了茶齋自己煮些茶吃祛祛晚餐的油膩，這一天，就在
這如夢似幻，古今交錯的青岩古鎮中結束了。

想來體驗文凡別院低調奢華之美的朋友們，可以聯繫下面的
小姐姐和小哥哥，他們專門為你量身定制小眾、深度的奇幻旅行
。

《貴州之行—青岩古鎮》

【本報訊/鄧潤京】6月22日，德州天津同鄉會在中國熊餐
廳(China Bear Buffet)成功舉辦2019聯歡年會。來自大休斯敦地
區的天津老鄉及僑學界人士一百五十多人參加了盛會。

在聯歡年會上致辭的有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中國駐休斯頓
總領館僑務處葛明東處長和劉一然領事，美國國會眾議員希拉.
傑克森. 李的亞裔代表羅玲女士，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玉新
博士，山東同鄉會副會長江岳和旅美專家協會會長王晉軍。

陳亭會長說，感謝休斯敦許多社團派代表出席天津同鄉會的
年會。德州天津同鄉會之所以能不斷成長、壯大，離不開領館和
各個社團的支持，離不開在座的天津老鄉們的支持，離不開天津
同鄉會全體理事們的共同努力。天津同鄉會要向各兄弟社團學習
，盡量把天津同鄉會辦成是天津老鄉的家。各位鄉親，遇到任何
問題，都可以來找天津同鄉會。我們會共同努力把天津同鄉會越
辦越好。

出席聯歡年會的僑領還有: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德清，中
國人活動中心副執行長劉妍，著名華人律師陳文，知青聯誼會前
會長楊家驊，世界旗袍協會美南分會會長、美南藝術團團長董革
，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榮譽會長梁成運，旅美專家協會前會
長李守棟，休斯頓民樂團團長陳毓玲，川渝同鄉會會長徐瑜，美
南浙江同鄉會會長程世法，上海聯誼會會長王紹安，上海聯誼會
前會長陳晰晴，美南河南同鄉會前會長張燕曉，炎黃堂炎黃藝術
團副團長張玲，安良工商會會長江麗君，作家協會理事作家老路
先生，會計師李培元先生，抗洪救災英雄劉
三姐，房產精英王藝達等。

葛明東處長在接受美南電視台採訪時說
, 他今天代表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參加天津
同鄉會的年會活動。天津同鄉會在陳婷會長
的帶領下，過去一年裡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他們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積極促進中美
之間的文化交流。同時非常支持中國的和平
統一事業。為了表達支持，我和我的同事今
晚在這裡參加天津同鄉會的活動。今天晚上
演出內容非常豐富，水平也非常高。這些體
現了天津同胞的高藝術水準。也體現了天津
同胞的風貌。祝賀他們今天晚上的活動取得
成功。

天津同鄉會舉辦聯歡年會

大合影大合影。。

聯歡會中的抽獎環節聯歡會中的抽獎環節。。主持人雅萌主持人雅萌（（左左））和中領館劉一然領事主和中領館劉一然領事主
持抽獎持抽獎。。

劉牧劉牧、、江岳的相聲江岳的相聲。。相聲講究說學逗唱相聲講究說學逗唱。。劉牧在相聲中學了一劉牧在相聲中學了一
段左撇子拉京胡段左撇子拉京胡。。 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天津同鄉會會長陳亭。。

中領館僑務處葛明東處長在接受美南電視台的採訪中領館僑務處葛明東處長在接受美南電視台的採訪。。聯歡會的主持人陸峻聯歡會的主持人陸峻（（右右））和雅萌和雅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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