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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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阿拉斯加破紀錄
熱浪
丁龍傳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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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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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部及南部海岸地區也依然是廣受
中國買家歡迎的購房目的地。

國內投資人正在尋找第二個家和投資的
去處，並在一定程度上使需求變得多樣化。這
些投資人將從國內的房產市場、股市等撤出
的資金轉戰到北美、西歐等國家，而投資美國
紐約、洛杉磯這樣的主要城市則成為他們的
不二選擇，同時，他們還將一部分資金轉向一
些美國中部地區的一些大眾型城市，包括休
斯頓和孟菲斯（Memphis）等。

西部及南部海岸地區也依然是廣受中國
買家歡迎的購房目的地。

房產服務平臺Zillow的高級經濟師亞倫
•特拉薩斯（AaronTerrazas）表示，“國際房
產市場，尤其在美國和加拿大，是富有中國家
庭的熱門投資地點。在美國，他們主要在已有
大量華裔社區的西海岸市場進行投資（例如，
加州的橙縣（Orange County），加州灣區，以
及西雅圖），部分是由于這些社區已有了一大
批房產專業人士，能滿足這些客戶的特別需

求。”
特拉薩斯還補充

道，中國投資人在美購
買房產的原因常常是
為了給孩子提供能夠
到國外學習的機會，或
為自己提供可供移民
的潛在機會。在美購買
房產還能夠讓中國投
資人的財富“上鎖”。

中國的機構投資
者，如房地產開發商和
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在
美國的房產投資領域
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
海外投資審批門檻在
2014年10月從1000萬美元升至10億美元。

2015年，中國的保險公司在海外購買房
產總額達到40億美元。另外，開發商在紐約、
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和邁阿密都創立了新

的地產項目。這其中，中國開發商還被定為建
造舊金山第二高建築和紐約最高公寓樓的建
造商。
(取材網路)

國人尋求置業不二去處
對美購房熱情一浪高過一浪對美購房熱情一浪高過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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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點經濟的人都知道，貸款利率、失業率
、工資增長水平都會對我們的房市產生影響，
而美國抵押貸款利率在5月初也呈現下降趨
勢，而低抵押貸款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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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再次支持了我們對2019年房地產
市場穩步增長預測。

抵押貸款利率繼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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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GDP將增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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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率將保持平穩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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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銷售出現復蘇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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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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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投資者持續成為最大買家
中國投資者連續第6年成為美國房地產

市場的最大買家，在數量和金額方面都是如
此。如今中國投資者正將觸角擴大到新的、更

低的價格層次。
2018年中國對美國商業地產的淨購買量

降至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原因是在經濟
增長不斷放緩的時期，中國政府繼續向中國
投資者施壓，要求他們把現金撤回國內。

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2018
年第4季度，來自中國大陸的保險公司、企業
集團和其他投資者淨賣出了8.54億美元的美
國商業地產。這標志著中國投資者對美國商
業地產的出售量連續3季度超過購買量，這
是中國投資者首次在這麼長時間內拋售美國

房地產。
2018年的後3個季度與前5年相比出現

了巨大的逆轉。在過去5年裏，中國投資者進
行了大規模的收購，經常輕鬆地以高于其他
投資者的價格收購美國的豪宅。他們花了數
百億美元在豪華酒店上，比如紐約地標性建
築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芝加哥耗
資近10億美元的摩天大樓開發項目，以及加
州比弗利山莊(Beverly Hills)的豪華住宅項目
。
(取材美房吧)

20192019年美國房地產市場穩步增長預測年美國房地產市場穩步增長預測：：
房價增長上調至房價增長上調至33..66%%！！

近來，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溫，
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更是波動不斷
。許多投資者轉向配置黃金以尋求
避風港。那麼是不是美元配置的時
代真的過去了呢？其實不然！

從匯率的角度來看，自五月以
來，美元持續走強，目前人民幣對美
元已逐步逼近7.0的大關(圖一)！

從資產配置的角度看，美元資
產配置是非常有必要，畢竟美元還
有升值預期。並且美元作為世界第

一大貨幣，有著安全和避險的優勢，
其背後有金融市場發展成熟、體系
健全的美國。

美元配置的邏輯沒有變
首先，人民幣的短期波動，無礙

美元長期走強的大方向。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
濟在全球經濟低迷的環境中率先于
其他國家復蘇，持續不斷的美元需
求對美元幣值構成支撐。境外美元

通過資本市場回流美國，一方面推
高美國資產價格帶來財富效應，另
一方面壓低美國國內利率水平，通
過結構化的金融產品為美國居民部
門加杠杆提供便利。
‧從人口結構的角度來看，美國消
費力持續旺盛。美國的人口數量一
直保持正增長，並沒有出現過日本
2004年後的人口負增長現象，甚至
比處于老齡化社會趨勢中的中國還
要有韌性。

‧加息和縮表也在
控制著美元的供給
端，需求上升而供
給預期下降，仍將
成為推動美元上漲
的直接因素。

其次，中國投
資者的美元配置才
剛剛開始。

從全球成熟市
場來看，瑞士、英國

和澳大利亞等國個
人擁有的金融資產
（不包括房地產、藝
術品等非金融資產）
超過三分之一都配
置在本國之外。韓國
、印度、法國、日本在
海外配置的比例也
都超過 18%。相比之
下，截止到2018年底
，中國居民的可投資
金融資產中，境外投
資的比例僅占4.8%。由此也可推斷
出絕大多數中國家庭是沒有海外資
產的，即便是高淨值人群，投資比例
也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如此低的境
外投資比例，說明國內投資者增加
美元資產的進程，還遠沒到需要考
慮退縮的時候。

另外，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具備
國際支付功能，不僅幣值相對于其
他貨幣是較為穩定的，還在資產配

置中承擔著“抗凝血素”的作用：目
前來看，人民幣資產仍不具備較強
的全球流動性。而美元的流動性在
全球是最強的，甚至與黃金齊名。如
果將人民幣資產，部分置換成美元，
你的整個資產的全球流動性將大幅
提高。美元資產所占的比重越大，整
體全球流動性越高。一份流動性高
的血液才會帶來健康的肌體與財富
的活力。
文章來源：宜信財富

不確定性加劇不確定性加劇，，為什麼要配置美元資產為什麼要配置美元資產？？

圖一



AA33房地產現況3Status of Real Estate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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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2019年7月15日 Monday, July 15, 2019

準備在美國買房網上就能看房源準備在美國買房網上就能看房源
為什麼還要找經紀人為什麼還要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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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Mandy

現在互聯網上各種商業平臺，都能夠給帶來關于美國
房源的豐富信息，在很多人看來，這些信息似乎就是充分
的。那麼經紀人究竟能給你帶來什麼呢？下面就談一談好
的經紀人能夠給你帶來的四點幫助。

更多有價值的信息
你所看到的這些商業網站，它們關于房源的信息是

來自于哪裏的？它來自于經紀人所使用的一個系統叫做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簡稱MLS。這個系統當中關于房
源的信息應該說是最全面的，而商業網站也是抓取了其
中的信息。

那麼有哪些是你看不到的?比如說這個房子的成交歷史
。有一些州的房屋成交價格並不公開，你所看到的價格只
是當初挂出來的價格。你是看不到實際以什麼價格成交，
而這個信息是經紀人可以看到，然後可以告訴你的。

再比如說，經紀人和經紀人之間可能會有一些留言，
那在這些留言當中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是你在公開的
描述當中看不到的。比如說，這個房子現在有租客的話，
你可能看不到租金是多少。

還有，法律要求賣方寫一個seller disclosure，賣方的
信息披露。這個信息披露上就包含了這個房子有哪些設施
設備；這些設施設備是不是正常；有沒有什麼毛病；有沒
有做過什麼樣子的維修。這些信息對你來講肯定是重要的
。這些信息也是可以在MLS系統上面能夠看到的，可以由
經紀人提供給你。

其他的信息，比如關于這個房子的歷史資料。如果這
個房子要買保險的話，保險的報價等等經紀人也可以給你
提供。

All real estate is local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雖然你能夠看到一個一個房源的

具體信息，但是當地的區域你是不瞭解的，只有長期生活
居住在那裏的經紀人，才瞭解當地的情況。比如說當地的
市場情況，出租房的情況，哪些人正在租房，什麼位置好
租，哪個區比較好，哪一個區不好，還有當地的鄰里關係
，當地的文化風格等等問題，你必須通過當地人才能夠瞭

解到，不是僅僅去看一個一個房源信息這些你能
夠獲得的冰冷數字。

談判
很多人把講價的過程簡單理解為，“我出一

個房價，對方會不會接受？”不是這樣子的。例
如德克薩斯州的買方出價時所使用的文件就有十
幾頁之多，其他的州也會有類似的文件。

在這份文件上除了購買價格，還有其他可
以談判的點，比如說誰來出產權保險費用、誰
出survey的費用、賣方是否報銷房屋裏電器的
保修費用、猶豫期的期限以及費用等等。所以
在談判當中有很多點是跟你的利益相關的，而
好的經紀人是站在維護你的利益的角度，是會
給你省錢的。

不要以為你作為買家，找一個經紀人會額外花錢，實
際上買方的經紀費用也是由賣方出的，所以不管你找不找
經紀人，房子最終成交的價格是不會因為經紀人的佣金而
產生變化的。而好的經紀人會從你的利益出發，幫你省錢
。經過訓練的以及有專業能力的經紀人，可以知道怎麼樣
去跟對方談判，有哪些點是可以談的，哪些環節應該采用
怎樣的技巧。這都是有專業技能和經驗在裏面的。

長期的關係
當你遇到了一個好的經紀人，你跟他完成了一筆交易

之後，這個經紀人就知道了你的需求，知道了你的風格。
將來，如果他有更多適合你的好房源，他可能第一時間會
告訴你。有些經紀人會有一些pocket listing，就是指這個
房源現在還沒有挂出去，他們就會先把這個房源介紹給你
，看看你是不是感興趣，所以你就有機會得到更多適合你
的房源。

而且在出現房源競爭之前，你就可以瞭解到這些房
源。

將來，如果你或者你身邊的朋友要賣房的話，你也可
以把這個房子介紹給好的經紀，因為對于賣方來講，好的
經紀人也是特別重要的。

總而言之，如果你找到一個好的房地產經紀人，你們
可以建立一個長期的關係，不管你將來是要買更多的房產
，還是要出售房產，一個可靠的經紀人能給你幫上大忙。

那麼，美國的房地產經紀人有怎樣的管理制度呢？
根據NAR的數據，2015年87%的買家都會有自己的

經紀人，在2001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只有69%。
作為華人購房者，更應該找到可靠的經紀人來幫忙。

合同是英文的，買家也不說中文，房子的信息亂七八糟的
也看不懂，Zillow、Redfin上面的信息既不做到實時，也
沒有中國的單位。即使看到了喜歡的房子，也不確定這個
房子到底是真的好，或僅僅是漂亮的圖片配上了花言巧語
。

經驗豐富的經紀人，熟悉所在城市的每一個街區，每
一個學區，更對于市場中的一些違規操作和爾虞我詐了如

指掌。所以，每一個中國買家
都應該找到優秀的經紀人來代
理自己。

可凡事都有一個萬一，結
婚的還能離婚，何況是挑選經

紀人。如果你最終發現，和你的經紀人合不來，那怎麼辦
呢？如果你的直覺告訴你，你的經紀人沒有全心全意為你
爭取利益，這時候，你又該怎麼辦呢？

無論何時，記住一點，你越瞭解美國的經紀人制度，
那麼經紀人越不敢欺負你。

這篇文章，我們先瞭解一下經紀人和客戶的“委托
代理關係”賦予了經紀人怎樣的信托責任，之後我們講
一講，當你認為經紀人辜負了你信任時，如何保護自己
的權利。

委托代理關係
當任何人雇佣一個地產經紀人去購買或者銷售一套房

產，雇主就和經紀人形成了一種叫做“Principle-Agent
Relationship”，中文翻譯為委托代理關係。這種關係要求
經紀人對于雇主要有極高的法律義務，也賦予經紀人一些
特殊的義務。

當一個地產經紀人被委托去購買房產的時候，經紀人
必須將買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經紀人更不能堂而皇之地使
用客戶對于他們的信任來賺錢。這種特殊的關係叫做“Fi-
duciary Duty（信托責任）”。

信托責任包括了以下的幾個重要方面

1. 忠誠
“我是經紀人，我決不能辜負客戶的信任”
經紀人的每一個舉動都首先要使買家獲得利益，為自

己獲利只是一個副產品。比如，一個地產投資人想要一個
房主去低價賣掉自己的房子，以便于自己購買之後加價出
售房產。經紀人就不能做這種事情。如果有一個經紀人賣
你的房子，壓低房子的價格，之後再找一個投資人朋友來
競價，這個經紀人就沒有將自己“委托人”的信任放在第
一位，也辜負了客戶的信任。

經紀人時時刻刻都應該把客戶的利益放在首位。經紀
人的商業夥伴，同事，甚至自己的利益，都不能超過客戶
的利益。(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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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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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密
(接上頁)“說客人的信息就是我的生命可能有點過了，

但是保護信息的安全性，是一個經紀人的基本職業操守。
”

在這種委托代理關係當中，經紀人很可能知道一些雇
主的敏感信息，比如個人收入，工作年限，納稅額，銀行
存款等等。

一個優秀的經紀人應該是雇主的財務分析師，在充分

瞭解了雇主的財務狀況之後，幫助雇主找到合適的房產來
滿足投資的需求。能夠保護這些信息是經紀人的最基本素
質之一。

比如，當你賣房子的時候，你的經紀人也不能跟買家
說你最近丟了工作，需要快一點把這個房子賣掉（換句話
說，如果買家能夠早點成交你可能願意稍微降價）。更不
用提，把這個信息泄露給第三方，對于經紀人就是吊銷執
照，或者面臨刑事犯罪的指控了。

3.對于雇主的服從
“這也是對于雇主的尊重”
經紀人代表了雇主來進行房產交易並且完成相

應的所有手續。所以，如果作為賣家，你告訴了經
紀人你希望將自己的房子標價50萬美元，但是願意
接受任何45萬元以上的報價，那麼你的經紀人就只
能考慮這個區間之內的報價。總的來講，你的經紀
人必須按照你的意志來執行整個交易，除非雇主的
意願違背了合同，或者雇主做出任何損害自己利益
的不理智行為，經紀人都有義務去制止。

4.正直公開
“經紀人的職責是幫助客戶做出最佳的投資選

擇。如果我不能有效的傳達信息，
那麼用戶如何能做出好的選擇呢？
”

經紀人必須將與雇主利益相關
的信息分享給雇主。經紀人更不能
利用職務之便，或者隱瞞信息的方

式，來為自己獲得利益。為了得到更高的佣金，不道德的
經紀人可能會下多個虛假競價來哄抬價格，之後再找到買
家，迫使買家抬高價格。

對于賣家來說，不道德的經紀人可能會找到一個“可
以被控制”的買家經紀人，壓低競標價格，之後拿走買家
經紀人抽成的一部分。這兩個例子，屬於及其不道德的違
規操作，如果任何經紀人對于客戶做出這樣的行為，都應
該受到嚴厲的制裁。

5.盡職盡責，事無巨細
“地產方面的每一筆交易，都不能容得一絲一厘的問

題，客戶信任我，我就必須把好關。”
經紀人必須能夠勝任買家托付給的信任。地產行業之

所以要求有經紀人的存在，就是因為地產交易本身金額較
大，過程複雜，牽扯到很多一般人不具有的專業知識。一
個合格的經紀人，必須要自身知識過關，還要有很強的責
任心。房產交易的過程中，經紀人必須向客戶詳細地介紹
一個合同中的方方面面。

有些房產交易的過程中，經紀人會需要管理雇主的一
小部分財產。經紀人需要向雇主回報財務方面待辦事項的
進展，無論是雇主給經紀人的支票，雇主簽字的任何財務
類別的文件。（文章來源：美房吧）

準備在美國買房網上就能看房源準備在美國買房網上就能看房源
為什麼還要找經紀人為什麼還要找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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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Mandy

美國買房貸款時，有三個文件至關重要，它們可以讓
買方和賣方對于交易全程中所有需要面對的費用有一個更
好的瞭解。同時有助買方計算，比較和質疑購房交易中所
有相關的費用。

1. 誠信估價單 (Good Faith Estimate)
依據房地產成交程序法（Real Estate Settlement Pro-

cedures Act）規定，從2010年1月1日起，房屋貸款 經紀
人必須在收到你的借款申請後三 天之內，交給你一份誠信
估價單 (Good Faith Estimate, 簡稱GFE)。估價單上會列出
所有的費用，包括銀行和貸款公司所收取的費用，房屋估
價費，銀行的貸款審批費，產權過戶公司等所收的費用。
將誠信估價單和下列的HUD-1過戶聲明書兩相比較，會使
您更容易確定結算時得到的貸款與誠信估價單中提供的是
否一致。

2. Settlement Statement HUD-1過戶明細表
過戶時，放貸人必須給借款人提供新的美國住房和城

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
ment, 簡稱 HUD）第 1 號過戶明細表（Settlement State-
ment HUD-1），上面會逐條列出各項費用。美國住房與 城
市發展部將房屋買賣中涉及的結算表統一標準化，即
HUD-1，此後全美國所有關于住家房屋買賣的交易都要出

具這份表格，即HUD-1來作為房屋買房的證據之一
。

HUD-1過戶明細表是您所有開銷的總清單。除
了您的頭期款，定金，和其他貸款相關費用，還有
房屋估價費，銀行的貸款審批費，產權保險費，產
權過戶公司等所收的費用房產證保險，房屋轉換稅
，房屋保險費等等。HUD-1不會寄過來，應該是在
closing前給各方（包括你自己）看初稿，建議您在
過戶前一天空出一、兩個小時的時間來閱讀HUD-1
文件，察看所有的費用，若有問題立即向房地產經
紀人或貸款經紀人詢問，以免過戶當天讓您措手不
及。然後各方review看看有沒有錯，在closing ta-
ble簽最後正確版本，closer也得簽，然後給buyer
和seller各自一份copy和其他closing doc和鑰匙一
起帶回家。

3. HUD指導手冊
在拿到誠信估價單時，您還會收到一份新的

《選購您的房屋貸款：HUD 成交費用手冊》
（Shopping For Your Home Loan: HUD's Settlement
Cost Booklet），這是房地產成交程序法規定貸款銀行必須
提供的購屋貸款指南，它可以幫助你理解上述兩份文件。

這個手冊可以在網上獲得，尤其是您在為買賣房屋而感到
困惑時，先熟悉這些文件，將為你減少很多頭疼的事。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房貸款時三份文件必須收藏美國買房貸款時三份文件必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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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愛買房子這點毋庸置疑，在2017年的嚴格
調控下，國人買房的熱情並沒有減少。雖然國內市場
低迷，但是海外市場還是光明的。所以在2017年買過
房產市場留下不少國人的身影。

2017年上半年，亞洲投資者跨國房地產投資總額
達452億美元，錄得同比98.4%的強勁增長。中國仍然
在亞洲的跨國房地產投資中占據主導，買房永遠是國
人最熱衷的投資產品。

關于購買房屋的價位，大部分中國投資者青睞總
價在100至300萬元人民幣的房產，在這一區間內的
置業投資占到了總海外置業率的54.1%。

除了地區、價位，還有一個我們關心的方面，可以
作為投資者海外置業的重要參考，那就是房屋類型。
中國人喜歡買哪類美國房產？下面來看一下吧！

1. 度假型房產 占31.8%
排在首位的是度假型房屋，你覺得意外嗎？
國內近年來的環境氣候、空氣質量等等都不盡如

人意，有餘錢進行海外置業的投資者當然更願意選擇
投資與休閑相結合的度假型房屋，環境是他們最重視
的硬指標。

度假型房屋大多在氣候溫和，環境優美，人口密
度不大的地區，還擁有上佳的風景。這類房產可以滿
足投資者休閑放鬆，改善生活節奏的需求，已經成為
中國人在美國房地產投資的首選。
例如：佛羅裏達州的奧蘭多，邁阿密

2. 投資型房產 占26.4%
今年中國人海外置業的勢頭越發迅猛，所涉及的

國家範圍也更廣了，更多的人投入到海外置業的大軍
中，投資是他們的第一目標，自然就會選擇投資型房
屋，這類人群占到了26.4%。

風潮主要是由于次貸危機之後，西方發達國家的
房價“一落千丈”，當地房產跌到了“價值窪地”，敏銳
的中國投資者當然不會錯過抄底的機會。
例如：北卡的羅利，賓州的費城，俄勒岡洲的波特蘭

3. 教育型房產 占21.1%
把孩子送出國外留學的中國父母越來越多，孩子

出國的年齡也越來越早，因此產生了學區房的需求。
為什麼國外也有學區房的概念呢？

儘管國外的教育資源比較均衡，中國家長還是希
望優中選優，把孩子送往“最佳選擇”就讀，因此學區
房的概念就出現了。近年來的上漲幅度也比較大，租
金也逐漸高于其他地區。

也就是說，購房的中國投資者未來想要出租房屋
也更容易，能獲得高收益，升值潛力不可低估。
例如：賓州的波士頓，加州的爾灣

4. 養老型房產 占15.4%
退休後到海外享受生活是近來催生的新需求，以

養老為目的的置業正在興起，目前占比7.4%。
養老型的房屋對自然和人文環境都有一定要求，

另外還需要關注當地醫療條件、生活便利程度、文化
融合、飲食習慣、語言溝通等一整套相關指標的要求
都很高。而且中國的老年人大多數還是傾向于在國內
養老，養老型房屋的前景還有待觀望。
例如：北卡羅來納州，得克薩斯州的休斯頓，佛羅裏達
州的奧蘭多

另外，其他置業類型只占到5.3%，包括私人碼頭
等等。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不斷變化，各置業類別的
前景也在不斷刷新和改變。
(取材美房吧)

大數據告訴你

中國高淨值人群喜歡購置什麼類型美國房產

度假型房產度假型房產

投資型房產投資型房產教育型房產教育型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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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學不看書每天7小時
網遊的美式教育

家庭式教育在國外並不
罕見，很多父母會因為各種原
因讓自己的孩子在家進行學習
，並且收到的效果也都很不錯，
所以外國人對這種教育方式也
都習以為常，但這位來自英國
的媽媽 Katie 卻因為自己特殊
的家庭教育吸引了大家的關注
，因為她不讓自己的三個孩子
看書，取而代之的是每天 7 個
小時的網遊時間。

Katie最大的女兒今年12
歲，另外兩個是 7 歲和 10 歲的
兒子，三個孩子即不看書也不
去學校，每天的任務就是媽媽
要求的最少打7個小時的。

通常是這樣的，二兒子會
最先起床，有的時候從早上五
點就開始玩遊戲，然後大約在
八點左右小兒子也開始了，最
後才是大女兒。

Katie覺得遊戲要比教科
書更能影響孩子，在遊戲中孩
子們也可以學習到很多生活中

需要的知識，所以她不顧別人
的質疑而堅持要讓孩子們這樣
，儘管她承認現在孩子們也不
能完整地寫下字母表。

為了讓孩子們有最好的
遊戲教育，Katie家裡有四台高
配置的電腦，5個 ipad、1個Wii
遊戲機和兩個PS系列遊戲機，
家裡的網速也經過了升級，
Katie 的家裡甚至要比網絡會
所還要高級。

她讓孩子們玩的遊戲也
多種多樣，基本上現在比較受
歡迎的她都會讓孩子們來玩，
比如《部落衝突》《模擬人生》

《精靈PokemonGo》...
她表示有些遊戲世界觀

十分龐大，即使是大人也不一
定能夠玩懂，所以這樣的遊戲
要等到孩子們大一點再開始玩
。

同時，Katie還說通過遊戲，
她的三個孩子交到了全世界各
個年齡的朋友，這要比上學只

在固定的小圈子裡活動更有價
值，年紀輕輕就具有了國際視
野，在學校的孩子可做不到。

Katie 也有自己的規矩，堅
決不能熬夜玩，8點前要熄燈睡
覺，不能玩限制級的遊戲，孩子
們遵守的都特別好。

現在，Katie 的大女兒因
為自身感興趣所以每週都會上
一次英語和數學的課程，而另
外兩個兒子對那些一點也不感
興趣，所以還都只是每天玩遊
戲，唯一需要外出的就是每週
二的足球時間，照Katie的話說
，那就是每週一次的體育課。

總之，Katie 很滿意自己
的教育方式，當然她也希望自
己的孩子們以後能夠成材，但
她也表示不強求孩子們改變自
己，並且她還說至少當孩子們
長大後會回想起來，自己的童
年過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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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高中留學規劃工作成

為主要工作之後，低齡留學生
的家長和學生本人都有必要弄
清楚美國高中可以給學生提供
的資源，對學生的要求以及對
學生的期望。來看經驗留學這
的敘述。幾經探 索，我終於在學
校公佈的一份叫做《學生手冊》
(Student Handbook 、 Student
And Parent Handbook 或 者
Community Handbook)的 文 件
中找到了可以解答眾多曾經縈
繞在心頭的難題的答案。如獲
至寶地把這些文件介紹給即將
入讀美國高中的留學生們。看
著那些同學和家長 高興的 神
情，我也如同他們一樣高興。畢
竟，我讓學生找到了在美國高
中留學成功的鑰匙。

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因校
而異，但也有共同之 處。整體來
說，美國高中的學生手冊包括
學校各位教師的聯繫方式、學
校榮譽誓言、學校成績評定系
統、畢業要求、學校榮譽體系、
學校紀律及懲罰措施這些方面
的 內容。而每個方面的內容都
有非常具體的條款說明。可以
說《學生手冊》就是學生在美國
高中上學的行為指南，學生只
要照著這個指南說明去做學校
鼓勵學生做的事 情，不做學校
禁止做的事情。學生通常就可
以爭取到好的結果。

下面我就以聖約翰預備學
校 (Saint John's Preparatory
School，MN)為例向大家介紹一
下學生手冊的具體內容。

聖約翰預備學校的學生手

冊一共有62頁(A4紙)內
容，除了第二頁列出的
學校各個崗位的任職人
員姓名、電話、聯繫郵箱
，以及負責事項之外，一
共有 12 個 部分。從前到
後分別是學校介紹(In-

troduction)、學 校 一 般 信 息
(General school information)、安
全 交 通 與 用 藥 政 策 ( Safety,
transportation and medical poli-
cies)、學術政策(Academic for-
mation policies)、社區與學生政
策( Community and student for-
mation policies)、紀律政策和程
序(Discipline policies and proce-
dures)、家長政策(Parent forma-
tion policies)、國 際 學 生 政 策 (
International student formation
policies)、入學與財務政策(En-
rollment and financial policies)、
修 改 政 策 的 權 利 (Right to
amend policy)、附 錄 與 資 源 (
Appendices and resources)。

學校介紹這部分，主要介
紹學校的歷史與辦學目的，辦
學哲學以及核心價值觀和學校

所獲得的認證。這些信息在學
生選擇學校之前往往已經有所
瞭解。

一般學校信息這部分，主
要包括了出勤與缺勤，需要強
調的是學校每天都會記錄學生
的出勤與缺勤情況。學生要準
時上課，家長要在學生出現缺
勤情況3天內向學 校核實情況
。家長可以通過當面、書面、電
話的形式和學校核實學生缺勤
的情況。如果缺勤出現後3天內
未得到家長核實情況，則會被
記錄為學生無故缺勤。學生在
上課的日子離開學校需要在學
校辦公室辦理離開手續、學生
返回學校需要在學校辦公室辦
理返校手續。如果學生沒有辦
理離開手續，那任何錯過的課
都會被記錄為無 故缺勤。

為了讓所有同學都能參加
社團或體育比賽，學生一定要
在學校有3.5小時以上的時間。
沒有待夠半天以上的學生將不
被允許參加下午的社團活動。
除非學生要參加葬禮、家庭遇
到緊急情況或者預約了醫生。

學
校 會
嘗 試
通 知
有 無
故 缺

勤的家長。學校希望家長能夠
主動的通過Schoology軟件或給
學校打電話監督學生出勤。因
為出勤問題，可能要召開家長
會。18歲以上的學生不可以在
學校為自己找藉口。遲到(Tar-
diest)的學生會被記錄為遲到
(Tardy)，遲到 10 分鐘以上將被
記錄為缺勤(遲到)。學生 遲到次
數累積多次會導致：告知家長
(parent notification)、 家 長 會
(parent conference)、留 校 察 看
(Detention)、停課(suspension)等
後果。

可以赦免的缺勤。為了避
免損失學分和其他懲罰，學生
要事前得到缺勤批准。符合可
赦免的缺勤要做到：

1.家長必須在缺勤出現 48
小時前提交可赦免缺勤表;

2.在缺勤前得到學校行政
人員的書面批准;

3.學生必須遵守缺勤規定，
這些規定包括通知老師，評估
完成的時間等。學校希望家長
提出缺勤申請的次數保持在最

小。
不可赦免的缺勤。針對不

可赦免的缺勤的懲罰包括失去
錯過評估的學分，失去學生的
權限或其他紀律行為。這些缺
勤包括但不限於跳課(skipping
class)、未經許可的早退( leaving
early without permission)。

參觀大學(College visits)需
要安排在沒有學術課的期間。
若要在教學周內參觀大學，則
需要通過可赦免的缺勤申請程
序。

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法律對
學生逃課有明確規定。每個學
年出現 3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
會書面通知家長。每個學年出
現 7 次無故缺勤的情況則會被
學校報告給當地縣曠課特遣隊
。如果學生被特遣隊認定曠課，
則會收到曠課辦公室的監管。

除此之外，學生醫療缺勤、
學生醫療離校、自習時間、上學
前與放學後監督、對學生使用
學校設施的期望、學生卡(IDs)、
晚餐服務、著裝規範、個人物品
、溝通渠道(校曆 Calendars)、關
閉、延期開放以及天氣相關的
聲明、家庭溝通、學生通訊錄
(Student directory))、成績單及學
生成績等相關要求都清楚的列
在學校的學生手冊中。

美國留學不得不懂的
學生手冊

【來源:NewsAsia】
來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數量近年來大增，

目前1百多萬的國際學生中有超過30%是中國
留學生。隨之而來的是，部分中國學生表示他們
在融入美國文化的過程中遇到問題。

據新加坡新聞媒體 Channel
NewsAsia駐華盛頓記者哈裡
•厚頓（Harry Horton）的採
訪報道稱，不少中國留學生
都對如何融入美國大學和
文化有自己的看法。喬治城
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
）學生包翰（Bao Han，音譯）
說：“有的人會說‘我想更好
的體驗美國學習生活’，因此
他們會和美國人、其他學生
交朋友。但也有的人會說‘我
只是來這上兩年學’，所以他
們 會和中國朋友出去遊玩。
”
另 一 名 中 國 學 生 黃 逸 軒
（Huang Yixuan，音 譯）說：

“我相信對中國學生來講，探索周圍世界是件好
事情。我也覺得中國學生在嘗試改變這裡的人
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與此同時，大學嘗試採用各種方法來幫助學生

融入，如混合分配宿舍以及增加英語課程。但很
多專家稱僅僅讓學生來適應校園是不夠的，學
校自身的改革才是更為重要的事情。
國際教育機構的佩吉•布魯門托（Peggy Blu-
menthal）對目前學校
內的改善狀況形容道：

“我們見過非常有想法
的課程幫助教職工學
習拼讀中國名字。中國
文字對大多數美國人
來說都太難了，不過很
多學校都覺得教職工
需要正確地讀出名字。
”
大量中國學生的湧入
實際上是很好地解決
了大學的財政問題，而
且還使得學校能提供
更多的獎學金給美國
本土學生，特別是那些
不能負擔大學昂貴學

費的人。
儘管無法對大學中的改變做出準確評估，但通
過提高學校的國際化程度，所有學生將從多元
文化課堂環境中大大受益。

中國學生融入美國大學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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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爾灣】
美國是崇尚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常說讓孩子獨立，自己的

事自己做，這一點都沒錯。在這裡我就不談我們是不是應該讓孩
子自己吃飯穿衣寫作業收拾玩具等等老生常談的 話題。在美國，
父母一般認為孩子天生具備獨立能力，對於孩子能自己做的事，
他們不阻撓不干涉，不管孩子做得好不好，反正能自己做就很好
。某種程度上說，這 種給予孩子的獨立其實也是給予孩子自由，
給予孩子自我選擇慢慢成長的權利。獨立所賦予孩子的，是相信
自己可以做到可以做好的一種叫做“自信”的東西，孩子 不會因
為自己穿鞋子速度太慢而被父母責備，不會因為作業寫得不夠
漂亮而被老師批評，只要是自己的事自己完成，無論家庭還是學
校或社會，都會對獨立自主的孩 子進行讚賞與包容。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有很多人，小時候並不出眾，甚至有點木
訥，但最後卻能成為極具創造力的發明家或者科學工作者。這就
是因為父母肯定他的獨立界限，不拿他與他人比較，給予孩子自
我成長的自由的原因。

教育中獨立的另一面是家長的獨立，在美國，幾乎沒有哪個
家長會認為自己在為孩子做牛做馬，即便是眾多全職太太，她們
全職在家的原因，大多也是因為要陪伴孩子，享受與孩子共同成
長的過程。而她們大多不會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夢想，不會放棄
自己的時間，不會放棄夫妻倆甜蜜的約會時光。美國的夫妻，即
便在孩子小生活很忙 亂的時候，也必定堅持每週一次的約會，請
一個Baby sitter（臨時兒童護工）回家看管孩子，夫妻二人便外出
吃飯看電影約會。儘管剛開始時孩子可能會為父母把他們交給
臨時護工而哭鬧，但他們會很堅定地告訴孩子，這是爸爸媽媽的
私人時間，晚點他們就會回來，然後，高高興興地離開。

另外，在美國，一般非常重視獨立的時間和空間，孩子一般從
出生開始就擁有自己獨立的房間，孩子可以決定房間的佈置，自
己收拾房間，同時孩子也有權利拒絕別人進入他的房間打擾。父
母進入孩子的房間需要征得孩子的同意，進入前先敲門等都是
需要遵守 的界限。在美國，父母一般不與孩子同住一個房間，父
母的房間孩子們沒有得到同意也不能隨便進入。

一個好友跟我說她每天下午做晚飯前，都得有半小時左右獨
處 休息的時間，她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或看看書或小躺一會，
不允許孩子打擾。即便三個孩子哭鬧打架，她也絕不會從房間裡
衝出來救火。久而久之，她的三個孩子知道她的這種界限，在那
半小時內絕對不會去打擾她，而是乖乖地在各自房間或者客廳
玩耍。

獨立就是這樣一種界限，這種界限可以保護父母和孩子雙方
在各自的時間和空間裡不被打擾地成長，同時滋生出尊重他人
的界限，養成不去打擾幹預他人的品格。如果沒有這種界限，父
母和孩子雙方都會變得想去操縱 對方，從而陷入權力之爭，衝突
不斷。而如果沒有這種界限，孩子也很容易失去對他人私人空間
時間的尊重，覺得隨便探究他人隱私是理所當然。 我家在洛
杉磯，常常有朋友從各地過來作客，我對孩子們的要求是，無論
誰到我家作客，客人住的房間，孩子們沒得到同意不能進入。孩
子們因此也養成了不去打擾他人的習慣，即便 有時真的興奮想
去找客人與他們玩，也知道得先敲門說“Excuse me”（打擾了）。

判斷你是否執行好獨立界限，你可以想想當你的孩子剝開一
顆糖，非常自然地把糖紙塞到你手裡時，你是順手丟到垃圾桶呢
，還是對孩子說：“親愛的，垃圾桶在那裡。”然後讓孩子自己把垃
圾丟進垃圾桶。美國很多 富人富可敵國，但他們的孩子卻都要自
己去打工賺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比如最近熱門的富豪總統候
選人特朗普，他的孩子們都非常優秀，但他的孩子們在年少時得
自己打工賺零花錢，特朗普只給他們提供生活費和教育費，連電

話賬單都得孩子自己付。而上大學
以後，除了學費外，其他一切開銷孩
子們都得自己賺取支付。

而且富人的孩子們還不得存有
僥倖心理爸爸可能會把巨額遺產留
給他們，因為爸爸可能會計劃著把
所有財富捐贈出去，就像facebook的
年輕總裁紮克伯格一下子 便捐贈
99%的股份，這也是美國富人們的獨
立界限，錢不一定留給孩子。

對於美國的獨立界限，我非常欣
賞的一點是，美國父母非常重視孩
子冒 險精神的開拓。他們相信孩子
基於好奇心的驅動，天生具備冒險
精神。而冒險精神所賦予孩子的創
造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是無窮的。
為此，在美國的森林，你會看見 負重
行走的父母，後面跟著負重行走的
孩子，他們可能徒步幾小時，找一個
適合露營的地方，跟孩子們一起安
營紮寨。在沙灘上，你也會看見美國
父母各拿一塊大的 衝浪板，後面跟
著孩子們各拿適合年齡段的小的衝
浪板，一家人一起沖進大海裡挑戰浪頭。不斷地被巨浪拍進海裡
，鑽出來又重新再來。

寬寬九個月大的時候，我和先生跟隨一個傳教組織到森林裡
露營。當時我用背架背著兒子，我先生背著我們一家人的所有用
品，包括帳篷睡袋食物水炊具還有孩子的奶粉尿布 等等。我原以
為走一會就到了，結果那些老美們帶著我們在森林裡走了兩個
多小時，才找到一個適合做營地的地方，讓我們紮營做飯。晚上
睡在帳篷裡，除了慘厲的風聲外，還
有時遠時近的狼叫，因為美國的森林
都有棕熊或者黑熊，我們得把垃圾掛
到樹上，以免熊來找垃圾吃的而襲擊
我們。一個朋友說他和太太曾經跟孩
子們去露營，睡覺前忘了把垃圾掛到
樹上，結果睡至半夜一頭棕熊來翻垃
圾。嚇得他們大氣不敢出。最後他們
想出一個辦法，把他們的所有炊具，
鍋碗瓢盆之類的使勁敲打，把熊給嚇
跑了。

有一次我們去海灘玩，那是一個
比較荒野的海灘，到了後我被嚇了一
跳，那裡的浪非常高，看起來像災難
片裡的海嘯巨浪，我們站在那裡實在
覺得自己很渺小。我正準備打退堂鼓
，怕海浪把我的孩子沖走了。我先生
向來比較勇敢，但也有點卻步不前。
這是旁邊一個老美爸爸和他四五歲
大的孩子，他們一見這般巨浪便興奮
得尖叫起來。爸爸不顧一切地沖進了
大海，被大浪沖進去又浮起來，不斷
地翻滾著。他的孩子有點害怕不敢到
水裡去，爸爸一直在高喊鼓勵他，最
終孩子也跑到海裡去。見此狀況，我

怕我自己的那種孩子被沖走啦，怕感冒著涼啦，怕受傷啦之類的
擔心理論會冒出來，躲一邊去了，讓老公帶著兒子 也走進海裡去
。

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怕？但美國人樂此不疲，到森林裡露營和
到大海裡衝浪是常見的跟孩子度假的一種方式。到孩子十幾歲
的時候，父母已經可以放心讓他們獨自到森林裡野外生存。想想
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應對緊急情況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得
有多強！

美國人用“界限”實現獨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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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者角度來看，美國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把學生培養成為
合格的或優秀的社會公民，是一種公民教育。所有的公立學校的
目標都是為了提高本州人民的文明素質，而私立學校的目標是
培養未來的領袖，當然更加重視對學生的公民教育。

首先是非常強調溝
通。老師經常鼓勵學生把
自己的想法真實準確公
開地表達出來，而不是憋
在心裡不說。因此，大多
數美國學生比較直接和
陽光。另外，學校會通過
各種聚會、活動和組織提
供平臺，創造學生和其他
人溝通交流的機會。老師
也會通過各種途徑訓練
學生如何準確地表達自
己，同時，如何正確地理
解他人。

其次是允許學生犯
錯。美國人認為，任何人
都會犯錯，即使是聖人也
會如此。在美國人看來，
重要的不是不犯錯，而是
對待錯誤的態度，要勇敢
地承認錯誤，對錯誤造成
的後果承擔責任，對因為
自己的錯誤而受到傷害
的人真誠地道歉—道歉
是美國文化中非常重要

的方面。做到了這些，一個人即使犯了再大的錯誤，自己也會坦
然面對，至少不會心裡不安—當然，還是要盡可能避免犯錯誤。
面對人們犯錯之後的精神壓力，美國社會提供了兩項重要機制

予以幫助：一項是宗
教懺悔，另一項機制
是心理治療。

第三，盡最大
可能發現每一個學
生的特點和優勢，為
他（她）提供針對性
的教育，不斷提升他
（她）的自信心。

一個朋友的孩
子從小不但學習成
績不好，幾乎就沒有
讓人覺得好的地方。
因為體型太胖，他的
脾氣也變得極為暴
躁，和所有人都無法
相處。特別是剛到美
國的時候，因為語言
不通，情況更加嚴重
。就在家長和孩子都
快要絕望的時候，有
一天，學校的音樂老
師找到孩子，對他說
，我感覺你的音域可
能很寬，你來跟我學
歌劇怎麼樣？慢慢地

，孩子喜歡上了歌劇，因為他發現，在唱歌的時候他可以用他自
己的方式感受世界。特別是當夜幕降臨他站在舞臺中心引吭高
歌時，他可以把他所有的情緒都淋漓盡致地發洩出來。更重要的
是，唱歌劇的過程讓他找到了自信。他想，歌劇我都能唱好，其他
的事情為什麼就做不好呢？結果先是英語很快變好，接著其他文
化課的成績也隨之上升了。當他有一天對爸爸說自己的理想是
去紐約的茱莉亞音樂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上大學時，我的
朋友簡直驚呆了，那是全世界最頂尖的專業音樂院校啊！他從來
沒有奢望過自己的孩子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

其實，像這樣一個在國內學校看起來一無是處到了國外卻
仿佛變了一個人的孩子大有人在。實際上，這就是教育的價值和
魅力所在：它使絕望的人變得擁有希望，使人的生活變得更加美
好。

從受教育者的角度來看，許多美國人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發現自我，使自己最終成為應該成為的那
個人。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他（她）們非常重視自我的感受，自
己和自己比較，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了更多的進步。老師也鼓勵
學生這樣做。

一個朋友的女兒在學校裡做的幾乎每一件事，都會受到表
揚，以至於孩子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經常困惑地問爸爸：“我真
的有那麼棒嗎？”—在國內，她從來沒有受到過老師的表揚，因為
學習成績不好。但美國人的確是這樣認為的，只要你做的比上一
次好，就是“GoodJob！”（好樣的）他們並不虛偽。在美國學校，特
別是在幼兒園和小學，學校從來不會讓學生和家長有任何機會
去做相互間的比較，每一個孩子都是在個人意義上最棒的一個。
這是美國學生甚至美國人普遍具有強烈的自信心的重要原因。

美國是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人口又不多，因此在教
育問題上就比較從容。相比之下，中國的資源，特別是各類優質
資源有限，再加上人口數量實在過於龐大，必然在教育問題上比
較緊張，更加強調競爭性。因此，許多看起來在美國實行效果良
好的教育制度，中國卻根本實現不了。問題的關鍵在於供給和需
求之間的差額太大，我們投入不起。

從這個角度看，僅僅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是遠遠不夠的，我
們需要讓我們的教育變得更加多樣化，更富有彈性和適應性，能
夠盡可能地滿足各類不同人群對於教育的需求—而不是只有成
功者—這樣也許我們就可以不用再漂洋過海，把孩子送到異國
他鄉接受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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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家普遍對中美教育印象差異：
一提到中國的大學教育，很多人也立即會想到應試教育、“填

鴨式”教育等詞眼，但是提到美國的本科教育，大家則會想到通
識教育，素質教育，激發創造性等。
二、中美本科教育差異：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去到美國的大學深造，我們對美國
本科情況的瞭解也比以前更加深入和具體，相信也有越來越多
的人已經感受到了現在本科教育上中、美兩國的不同。與中國的
大學教育一樣，美國的大學本科教育一般需要四年時間，也要求
學生篩選某一特定的專業。但除此之外，中美大學教育存在著本
質上的差異。現在我們就針對中國與美國的大學本科教育來做
一下對比。
1、中美本科教育方式的差異：

在大學本科階段，
中國屬�應試教育和美國是通識教育。
應試教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字眼，它不僅存在大學之中，基本

上是貫穿了中國教育的每一個階段，每一年都讓國人高度關注
和緊張的高考總會讓人聯想到古代的科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
出應試基本上是中國教育一直延續的傳統；

而作為美國的傳統教育——通識教育，這是所有美國大學在
最開始的時候就確立和堅持的教育方式，它關注的是如何把一
個人教育成一個能夠獨立思考、具有價值觀念和道德操守、瞭解
文化差異的健康個體，培養學生表達能力和分析問題能力。

通識教育含義：一般來說，學生需要學習藝術、歷史、哲學、人
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內的課程。在接受了足夠廣泛的
學習後，學生根據自身的興趣選擇 一個專業方向，進行進一步的
深入學習。這樣的教育可以使一個工科的學生具有和人溝通的
技巧，也可以是一個商科的學生提高自己在邏輯思維和數理分
析上的能力，也就是說美國的本科教育在幫助學生更好的接觸

和融入社會。這一點上我們中國的大
學趨勢應該借鑒。
2、中美本科教育申請與畢業的差異：

在考取大學的時候中國和美國的
採取的方式就有很大不同，很多人都
形容中國的大學是嚴進寬出，而美國
是寬進嚴出。

中國本科教育的嚴進寬出，不僅表
現在考試的難度上，還表現在中國的
大學生在入學前，就必須確定了某一
專業。並且，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學期，
就開始學習專業課程。並且，中國的
大學課程中，專業課程（包括核心課
程和相關 課程）至少占到總課程數的
60%以上。

而美國的大學生在進入大學時並
無專業之分，而是按照一定的要求學
習一些公共科目。例如：文學、藝術、
歷史、哲學、人文、社會、數學、科學等
幾大領域。只有到了大學三年級，學
生才有機會選擇自己所感興趣的專
業，在確定了專業後，學生開始學習
專業課程。但專業課程 的比例一般不
超過所有課程的1/3。因此，可以想像
，美國的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在
知識寬度、平衡性方面有著顯著的優勢。他們培養的其實是具有
一定素質和文化修養的公民，這也是美國本科的教育也常被大
家理解為一般教育的原因。
3、中美本科教育在課上與生活中的差異：

從細節上來說，中
美本科教育的差異會
表現的更明顯，比如：

課堂上中國大學以
老師教授為主，學生
要記得範圍
，重 點 因 為
關係到考試
內 容；而 美
國大學以學
生 為 主，大
家通過討論
，研究，辯論
的方式探求
真 理，老 師
則起到了引
導和指導的
作用。

生活上美
國的大學校
園生活可以
說是豐富多
彩 的，各 種
社團，組織，
各種學術非

學術的活動，相對來說也比中國的大學要更生動。
最近，在美國見到了不少老朋友，都是這兩年陸續搬過來的

，目的是為了孩子上學。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這樣做的成本很高。
一方面是家庭支出劇增，另一方面是夫妻處於事實上的兩地分
居狀態。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值得，原因是孩子比以前健康開心
了。

為什麼同樣一個孩子，在中國和美國上學的結果是如此不
同甚至截然相反呢？我試圖從美國人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教育。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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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

7 月 9 日上午，由中国侨联主办的“中国寻根之旅”
夏令营北京营开营式暨“首开杯”——第七届“亲情中
华·金水桥之恋”海外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颁奖仪式在北
京华文学院举行。来自美国、德国、斯洛伐克、阿联酋
等10个国家的340名营员参加了开营仪式。

上图：营员们集体合影留念。
上左图：营员们体验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
左图：营员在老师指导下画青花瓷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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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历史遗憾

两位绅士，头戴礼帽，身着复古呢子大衣，合力在铁轨上
“ 打 入 最 后 一 根 道 钉 ”；两 个 复 古 火 车 头 在 同 一 火 车 轨 道 上
“相遇”；一群 19 世纪 60 年代末打扮的人们在火车旁载歌载
舞大声欢呼；身穿朴素的中国蓝布对襟大褂儿的演员，真挚
还原当年华工修铁路的场景……这一幕幕如电影般的场景，
发生在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美国犹他州普罗蒙特里峰举办的

“金道钉节”上。
当天，美国西部犹他州举行盛大庆典，隆重纪念太平洋铁路

建成 150 周年，再现了 150 年前铁路合龙时的情景。据组织者估
计，约 2 万人参加此次庆典活动。现场的热闹场景令参加庆典的
铁路华工后裔感慨万千。

华工后裔虞容仪芳就是其中一位。庆典仪式上，她被选为
第一个演讲者，而 50 年前，她的母亲是唯一一位现场参加百年
纪念的华工后裔。在演讲现场，她穿着母亲为她缝制的旗袍，
将外曾祖父参与修建铁路的故事娓娓道来。

“150 年前那场铁路合龙的通车庆典上，居功至伟的华工因
未获邀请而缺席庆典，庆典合影中没有一个华人，庆功会的演
讲中丝毫没有提及华工贡献，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遗憾。这次庆
典是对历史遗憾的弥补，华工们终于得到了迟到的但却应有的
尊重。”参加庆典的华盛顿大学教授、美籍华裔艺术家林志对本
报表示。

为建成太平洋铁路，华工付出了沉重代价，以致当时广为
流传着“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

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在庆典致辞中表示，华工为修建这条
铁路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应得到高度肯定。

当天，美国白宫发表总统致辞表示，1869 年 5 月 10 日，最后
一根“金色道钉”把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连成一
体。这一壮举汇聚了包括爱尔兰和中国工人在内的成千上万人
勇敢无畏的努力。大约 1.2 万名华工完成了尤具挑战性的路段，
他们历经暴风雪等恶劣天气，在内华达山脉坚硬岩石上挖掘出
15 条隧道。

拾拣历史碎片

“太平洋铁路贯穿北美大陆东西。如果你开车从北到南，一
定会看到它；如果你到美国中西部旅行，也绝不会错过它。”美
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对本报表示，在美生活 30 多年间，
多次途经太平洋铁路，对沿途险峻恶劣的环境深感震撼，“每每
路过，念及先辈，不禁潸然泪下”。

伟大的铁路华工历史由于美国的排华政策而长期湮没在历
史的尘埃中，迟迟得不到发掘整理。1882 年，在太平洋铁路竣工
13 年后，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排华法案》。该法案历时 60 年之久，
直至 1943 年才被废止。在华人备受歧视的年代，要让美国社会承
认铁路华工的历史贡献根本无从谈起。

然而，时间给历史以沉淀，人们用代代相传的记忆抵御遗
忘、记录历史。

“爷爷 1858 年赴美，时年 25 岁，是第三批‘卖猪仔’（契约工的
一种）的劳工。”旧金山华人江新荣从父亲的反复讲述中记住了
爷爷的故事，又把爷爷的故事一遍遍讲给自己的孩子听。今天，

借助媒体和书籍，他把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像江新荣这样的华工后裔还有很多，他们的家族史本身就是

太平洋铁路华工史的一部分。
林志无奈感叹，铁路华工大多数只能被集体铭记，因为大部分

铁路华工都没有留下真实姓名，每个人留下的历史信息有限、破碎
又模糊，给研究工作增加了不小难度。

现在，越来越多人加入打捞铁路华工历史碎片的行列。
2010 年，热爱旅行的中国摄影师李炬，意外发现华工与太平洋
铁路的故事，从此迷上了“拍铁路”。

2017 年，李炬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穿越时空的回
响”主题展，展出 90 余张太平洋铁路沿线新旧对比照片。其
中，新照片均为李炬克服重重困难到现场精准复拍所得。他
表示，太平洋铁路华工留存于世的照片少之又少，复拍老照片
可为还原华工历史提供证据。

完善美国历史

“沉默的道钉”曾是人们对铁路华工的总体评价。但现在
“道钉”已不再沉默。

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打破历史沉默。1998 年，在加州
西拉内华达山合恩角，当地人为曾在这里辛勤作业的铁路华工修

葺铜匾以资纪念。根据专家考证，在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城市和
小区都为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立碑或开设纪念馆。

“我所在的俄勒冈州曾安置过铁路华工，中部小镇绛岱（译
音）还有一个华工纪念馆，里面有不少记载铁路华工事迹的历史
文献。”李斧介绍说。

林志从 2005 年开始研究太平洋铁路华工历史，每年都要在
美国举办数次铁路华工历史展览。

2012年，斯坦福大学发起北美铁路华工研究工程项目，并与中
国的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展开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北美
铁路华工研究。

2012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
排华法案等歧视华人的法律表示歉意。2016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立法，将华工对美国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受到排挤和迫害的
辛酸历史写入该州的教科书。

今年 5 月 6 日，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宣布 2019 年 5 月 10 日
为“芝加哥华裔横贯大陆铁路日”。旧金山市议会也通过最新提
案，将每年 5 月 10 日定为旧金山“铁路华工日”。

“现在，美国各界隆重纪念太平洋铁路建成 150 周年，为美国
民众提供了深刻回顾历史的机会，有独特的现实意义。”李斧表
示，这对于建构一个全面准确的美国历史，是绝好补充，影响深
远。万余名参与太平洋铁路修建的华工，用血汗甚至生命，写下
了美国历史极为重要的篇章。

美国各界隆重纪念美国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

铁路华工：“沉默的道钉”不再沉默
贾平凡 蒋 波 钱盈盈

1869年 5月10日，“Done”（完成） ——
一封只有一个英文单词的 电 报 传 到 华 盛
顿，宣告“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
迹之一”、首条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太平洋铁路
竣工。但当时鲜为人知的是，太平洋铁路的
建造过程凝结着数以万计华工的汗水、智慧
与生命。由于历史原因，参与修建太平洋铁
路的华工，曾一度被尘封 在 历史的雾霭中，
几乎被人遗忘。

150年，倏然而逝。如今，雾霭散去，历史
昭明。今年5月以来，美国各界举办纪念太平
洋铁路建成150周年活动，铁路华工的贡献被
再度发掘，重获尊重。像深嵌在铁轨中的根根
道钉，铁路华工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已
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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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泉深報導】】非常被看好的美國女子足球隊星期天在法國里非常被看好的美國女子足球隊星期天在法國里
昂女子世界杯決賽中以昂女子世界杯決賽中以22--00擊敗荷蘭隊擊敗荷蘭隊，，第四次奪得女子世界杯第四次奪得女子世界杯
，，而且首次贏得全部比賽而且首次贏得全部比賽。。

美國隊在本屆世界杯比賽中分別擊敗瑞典隊美國隊在本屆世界杯比賽中分別擊敗瑞典隊、、西班牙隊西班牙隊、、法法
國隊和英國隊進入決賽國隊和英國隊進入決賽，，並在星期天的決賽中擊敗歐洲冠軍荷蘭並在星期天的決賽中擊敗歐洲冠軍荷蘭
隊隊。。

足球分析人士說足球分析人士說，，美國國家女足事先被看好美國國家女足事先被看好，，是因為她們比是因為她們比
荷蘭隊擁有更多的實力球員和更多的經驗荷蘭隊擁有更多的實力球員和更多的經驗。。

美國隊主力隊員梅根美國隊主力隊員梅根..拉皮諾埃拉皮諾埃（（Megan RapiMegan Rapi--
noenoe））在與英國隊進行了半決賽中因肌腱輕微拉傷在與英國隊進行了半決賽中因肌腱輕微拉傷
而沒有參加比賽而沒有參加比賽。。她在對荷蘭隊的決賽進行到她在對荷蘭隊的決賽進行到6161
分鐘時為美國隊踢進了一個點球分鐘時為美國隊踢進了一個點球。。

88分鐘之後分鐘之後，，隊友羅斯隊友羅斯..拉維爾拉維爾（（Rose LavelleRose Lavelle））
為美國隊踢進了第二個球為美國隊踢進了第二個球，，取得了比賽的勝利取得了比賽的勝利。。

美國隊前主力隊員朱莉美國隊前主力隊員朱莉..福迪福迪（（Julie FoudyJulie Foudy））賽賽
前表示前表示，，美國隊必須要贏美國隊必須要贏。。

福迪說福迪說，“，“她們吃了很多苦她們吃了很多苦。。與西班牙隊的比與西班牙隊的比
賽是場硬仗賽是場硬仗；；在巴黎擊敗東道主法國隊在巴黎擊敗東道主法國隊，，又戰勝了又戰勝了
勁旅英國隊勁旅英國隊。。但她們必須奪得世界杯但她們必須奪得世界杯，，確立她們的確立她們的
傳奇傳奇，，尤其是荷蘭隊沒有太多的球星尤其是荷蘭隊沒有太多的球星，，休息時間也休息時間也
沒有美國隊長沒有美國隊長。”。”

美國女足奪得世界杯美國女足奪得世界杯，，在國內獲得前所未有的榮耀在國內獲得前所未有的榮耀
，，可美國女足卻狀告美國足球聯合會可美國女足卻狀告美國足球聯合會，，要求與沒有取得過多少勝要求與沒有取得過多少勝
利的美國男足同酬利的美國男足同酬。。女足隊員的基本年薪要比男足隊員少大約女足隊員的基本年薪要比男足隊員少大約33
萬美元萬美元。。女足隊員這次同意在本屆女子世界杯比賽結束後才將此女足隊員這次同意在本屆女子世界杯比賽結束後才將此
案付諸仲裁案付諸仲裁。。

美國男足在美國男足在20142014年的世界杯比賽中未能打進年的世界杯比賽中未能打進1616強強，，卻從美卻從美
國足球聯合會得到國足球聯合會得到540540萬美元的獎金萬美元的獎金。。美國女足在美國女足在20152015年的女年的女

子世界杯中奪冠子世界杯中奪冠，，卻只拿到卻只拿到170170萬美元的獎金萬美元的獎金。。
不過不過，，在本屆女足世界杯舉行期間在本屆女足世界杯舉行期間，，特朗普曾與美國隊明星特朗普曾與美國隊明星

球員梅根球員梅根••拉皮諾埃拉皮諾埃（（Megan RapinoeMegan Rapinoe））發生了爭執發生了爭執。。她之前說她之前說
過過，，為了表示對特朗普的反對為了表示對特朗普的反對，，即使美國女足奪冠即使美國女足奪冠，，她不會接受她不會接受
邀請前往白宮邀請前往白宮。。

特朗普總統就此回應說特朗普總統就此回應說，“，“梅根應該先贏球再說話梅根應該先贏球再說話”。”。特朗特朗
普同時邀請美國女足不管輸贏都前來白宮做客普同時邀請美國女足不管輸贏都前來白宮做客。。

【泉深報導】一份最新發布的報告說，中國互聯網巨頭曾經因在國內克隆西方社交媒體平台
被稱為“模仿者”，但是這種狀況一去不復返，而且這種趨勢現在正在逆轉。
南華早報報導，全球互聯網公司，從美國到東南亞，都在尋求復制中國概念，從一體式超級應用
程序，到社交商務，以及段視頻等。

星期三（7月10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辦的2019 RISE科技大會上，南華早報及其姐妹網站
平台Abacus與區塊鏈風險資本基金Proof of Capital執行合夥人楊佩珊(Edith Yeung)發布了他們共
同撰寫的“2019年中國互聯網報告”。該報告深入探討了中國成為全球創新領頭人的努力，並且
檢視了其技術主導產業轉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這份中國互聯網報告深入剖析了構成中國技術版圖的11個關鍵領域，包括電子商務，社交和
即時通訊，共享經濟，5G，人工智能，智能手機和智能設備等。

該報告說，騰訊微信這種超級應用程序模式，正在成為印尼叫車公司Go-jek，日本的LINE，
甚至美國的臉書等公司效仿的模式。微信即時通訊應用程序能向用戶提供範圍廣泛的服務，包括
移動支付，叫外賣等。

報告認為，中國也在世界電子商務以及段視頻方面引領世界。 “字節跳動”公司推出的抖音
能容用戶上傳15秒鐘的段視頻。抖音成為iOS應用程序商店連續5個季度下載最多的應用程序。

中國今年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引領世界5G技術網絡。中國目前擁有最多數量的5G專
利，5G試點項目正在十幾個城市運行，人口超過1億6千多萬。

人工智能也在中國大範圍地使用，無論是通過人臉識別購買地鐵票，或入住酒店 ，還是為在
線購物提供定制建議，或在網上瀏覽新聞等。在中國，人工智能也被廣泛用作監視目的，幫助當
局追蹤在逃逃犯，或執行交通法規。

飛躍：中國科技公司從模仿者演變為開創者

美國女足擊敗荷蘭隊奪得女子世界杯美國女足擊敗荷蘭隊奪得女子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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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暑假期間，許多人計劃到台灣
旅遊探親。好消息是，台灣島內航空史上時間持
續最久、影響層面最深、波及面最廣的罷工，終
於在7月10日凌晨零時落幕。

台灣長榮航空長達17天的罷工，創造了罷工
時長的記錄。據台灣《中國時報》7日報導，長
榮勞資雙方簽署八項協議。其中包括工會3年內
不得罷工、島內航線不能罷工、提高飛安服勤獎
金。分別為，短班每趟300元(新台幣)、越洋航
班500元。東京、北京航線4個航班開放過夜。
勞資定期互動以及工會理監事每年有25天會務
假等。至於工會原本要求長榮撤回5月8日公告
的“不調薪、沒年終、三年無優待機票”(三不)
，雙方則各退一步。工會不再堅持調薪與年終，
將視公司營收而定。空服員工會副秘書長周聖凱
稱，團體協約簽署後確定結束罷工，預計在10
日零時。 7日，工會開始歸還所謂的“罷工三寶
”，包括“護照”、員工證和台胞證，讓會員都
能回到航線飛行。而空服員一開始要求的日支費
、勞工董事、禁搭便車條款，全部不在最後幾場
協商中，這原本該是台灣勞工運動的里程碑，如
今不僅只留下“航空業最久罷工”的定位。

一些堅持17天罷工的空服員難掩激動的淚水
稱，這次的團體協議雖說不是最好，但對於勞資
關係而言終究是往前邁了一大步，“雖不滿意，
但能接受”。

在這場罷工中，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的決
策團隊與戰略，遠遠不及長榮航空公司的沉穩。
長榮在5月8日發出的內部信，明白表示罷工後
不調薪、不發年終、不給優惠機票的 “三不”
醞釀了地勤的不滿。但工會並沒有小心處理這塊
地雷。 6月20日協商不到1小時就罷工，還跑
到長榮南崁總部外拉糾察線挑釁，引爆空、地勤
對立。此舉正中資方下懷。最後明明是搞勞資對
立，可資方卻穩穩得到了九成勞方的支持。

長榮的公關策略其實很簡單，就是清楚響應
勞方要求，解釋為何公司不同意，並爭取輿論支
持。反觀工會，不僅無法交代訴求是怎麼來的，
各項議題還不斷被專家打臉。論述不清，發言不
統一，頻頻讓自己失分。空服員以為罷工3天或
5天就能逼迫資方低頭，但罷下去才發現踢到鐵
板一塊。領導能力、組織能力有限，在罷工一周

後成為一盤散沙，協商節奏完全被長榮掌控。
再認真檢視罷工後的團體協約，空服員究竟

得到了什麼？改善疲勞航班、定期勞資互動、工
會理監事會務假，本來就是長榮願意給、可以談
的議題；但工會強力主張的日支費、勞工董事、
禁搭便車等，則通通被否決，罷工前的“8大要
求”猶如一場空。

如果說空服員在此次罷工中得到了的實質福
利，那就只有飛安服勤獎金。每個月可領
2000-3000元（新台幣）。但空服員卻為此失
去年度調薪、4個月年終獎金、優惠機票的福利
，長榮說不定正在暗喜：你罷工我還省了一筆。

這場罷工有讓長榮公司大獲全勝嗎？其實也
沒有。資料顯示，罷工17天，長榮營收損失初
估27.8億元，這還不包括旅客及旅行業者賠償
金額。聯合新聞網7日總結稱，此次長榮罷工創
下五大紀錄，包括罷工天數最長、參與空服員人
數最多、取消航班數量最多、影響旅客人數最多
以及航空公司與旅行業者損失最多。長榮17天
共取消1439架次、影響近28萬人。

但失去的商譽、信賴度，以及各界對它企業
形象的重新檢視，是無法用數字量化的。處理好
勞資關係，這是長榮公司需要謹慎對待的。

目前長榮航班取消到7月19日，總經理孫
嘉明透露，最快7月底、最晚8月初可讓所有航
班恢復正常營運，接下來幾個月公司會努力追回
損失。

《聯合報》分析稱，罷工落幕後，有四個考
驗才正要開始：一是工會此次連“慘勝”都不算
，未來必然要面對會員對其信任問題。

二是長榮航空也沒贏，罷工期間“地空互嗆
、公司緊繃”已造成內部裂痕。

三是台當局出手成為罷工落幕關鍵，但當局
強力干涉對以追求最大利益為目標的民營企業而
言，無疑有很大影響。

四是全台各產業勞資雙方的緊張問題仍然存
在。雖說工會3年內不能罷工， “若3年後又遇
到類似問題，勞資雙方、社會甚至台灣當局還有
能力承受嗎？

無論如何，至少目前的各個航班正在努力恢
復當中，對於出門在外的旅客而言，免去了被
“放鴿子”的擔憂。

台灣長榮航空罷工結束，勞資雙方都沒討到便宜

台灣長榮航空罷工台灣長榮航空罷工，，經經1717天后天后，，終於落幕終於落幕。。

台灣長榮航空的罷工隊伍台灣長榮航空的罷工隊伍。。

作者作者：：NancyBNancyB 說起日本，這個勤奮、內
斂、隱忍卻也曾野心勃勃的
國家，一直讓我心存好奇，

能拍出那麼可愛的動畫片做出這麼多精工產品的民族，他
們平時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呢？終於，這次我帶著孩子們
降落在日本東京羽田機場，開始了日本之行的觀察體驗。

東京是世界著名城市之一，也是奧運會舉辦城市，想
來應該光鮮亮麗與眾不同吧。一下飛機卻感到了一種質樸
，沒有華麗的屋頂地板大屏幕，就是那麼普通的灰藍白主
色調的建築。可是一進洗手間馬上被震驚，各種按鈕、感
應器眼花繚亂，從馬桶到垃圾桶全部自動化。不僅如此，
後來入住酒店、去商貿城，都發現了日本洗手間非常小巧
實用且極具人性化的設計，智能馬桶蓋在日本非常普及，
有效的預防減少了日本國民患肛腸類疾病的風險。許多廁
所還有模擬流水聲音按鈕，可以掩蓋如廁不雅聲音。把上
廁所這麼隱蔽卻普通的瑣事照顧設計得如此周到，真是讓
我一下飛機就對他們心生佩服。

沿途風景卻在意料之中，有大都市的鋼筋水泥摩天大
廈，也有海島之都的雲低水軟草豐樹濃。沒有紐約氣派，
沒有北京繁華，也沒有上海時尚，可似乎每樣又都佔上一
些，所以並不驚艷也並不失望。

天皇居四周也有城牆和水道環繞，灰色的房頂黃白的
房子，毫不紮眼的默默矗立在一片修剪整齊的草木間，給
人感覺就是清靜二字。雖然比不上紫禁城護城河玉帶環繞
、白玉欄杆金水橋、紅牆碧瓦琉璃磚的輝煌氣派，但遠遠
看去這一大片鬧中取靜的“灰黃”韻味，卻也知道不是凡
人居所了。

東京著名的秋葉原動漫一條街，感覺很像我們北京的
中關村一條街，馬路兩旁各種小店鋪賣小家電和玩具，人
群熙熙攘攘，仔細一聽，大部分是中國人在逛街買東西。

孩子們說餓了，我就帶他們避開擁擠人流找到一家看
著很有特色的拐角麵館吃飯。這小麵館真是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店面呈L型只有大概5只高腳吧檯椅，餐客要站在門

外等候，因為店裡真的太小實在轉不開身。年輕的店主笑
容可掬，我和他中英日一通亂說亂比劃，竟然冷的熱的濃
的淡的全都彼此心領神會。雖然不是著名的札幌拉麵，可
這第一頓日本東京拉麵也是非常好吃，我的是海鮮味的烏
魚濃汁蘸面，孩子們的是豬骨湯蘸面，香濃美味。我旁邊
的日本人埋頭吃著眼前一碗高的冒尖的面，目不斜視，嘴
裡發出西里呼嚕的吃麵聲。 “難道說他們吃麵也要像我們
品茶一般發出聲音才足以表示美味？”我不禁暗暗疑惑。
果然，後來聽導遊說這也是當地人讚美廚師手藝的方式。

淺草寺是東京最古老的寺廟。傳說一對打漁兄弟一天
網到一尊金的小觀音像，歡天喜地請回家裡參拜。鄰居們
知道了覺得很神奇，也跑來參拜，後來四鄰八舍聞訊趕來
參拜觀音菩薩的人越來越多，於是他們乾脆蓋了一座寺廟
來供奉這座觀音像，這就是淺草寺的由來。寺廟香火旺盛
，宏偉壯麗，男女老少穿戴整齊虔誠祈福。 7月10號這天
正好是日本的納豆節，所以可以看到許多日本女士穿著和
服來游玩。大殿四周延伸分佈著不同的小景園，許多小吃
、紀念品、花木的小攤子羅列兩旁在叫賣。我一看咋感覺
這麼熟悉？這不就是北京趕廟會各種小吃玩意兒一條街的
情形嘛。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國要大，何況這裡是東京。大
家也是摩肩接踵的擠在一起，這還是在工作日，如果在周
末遊客會更多。誰說日本垃圾桶少？明明就看到兩大排簡
裝垃圾桶放在那裡供遊人隨意丟棄垃圾，也沒有分類。我
後來特意留意垃圾桶的數量，街道上的垃圾桶確實比美國
和中國要少很多，但是店鋪酒店裡都有垃圾桶，一般也就
分可燃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兩種，並沒有傳說中那麼複雜。

到酒店一看，前台大廳非常寬敞明亮，房間也很大，
床比我去貴州住的五星酒店還大呢，誰說日本酒店小的轉
不開身？看來道聽途說不如親自來瞧瞧。衛生間尤其設計
的小巧方便，幾個開關按鈕我一琢磨，都是可以多功能共
用。鏡子中間一塊特別設計成防水氣的，換氣扇噪音極小
卻是功率極高。總而言之，這裡的設施和日用品看著並不
很華麗，可是質量、手感和實用性卻真的很棒。

《日本之行～東京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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