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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十年來首次宣布降息，這意味著
新的降息周期正式開啟。那麼我們如何看待
大洋彼岸的經濟現狀？美國降息對房產市場
有何影響呢？

全球性經濟影響
美聯儲貨幣政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美元

走勢和資本流動。美聯儲降息，資本流入到利
率較高的新興市場，助推當地資本市場不斷
攀升。此次美聯儲降息，雖然是對美國經濟自
身的反饋，事實上由于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
經濟體和貿易體，已經有點影響全球經濟、牽
一髮而動全身的味道。

為什麼要在此時投資海外房地
產

銀行降息、貨幣寬鬆一定會刺激
樓市銷量上升，房價溫和上行。原因
很簡單：銀行降息、貨幣寬鬆就代表
著貨幣貶值，人們在貨幣貶值的時候
，一定會尋找實物資產來回避風險，
這是人類的生存本能，而房產作為一
個非常穩健的保值增值產品，一般就
會成為人們的首選，貨幣貶值的風險
，必須用資產升值來對消化，否則財
富就會嚴重縮水。

因此隨著美聯儲降息，市場上的美元貨
幣會更多，而且會涌向那些新興國家的優質
投資資產，以美元計價國家的房產業或將迎
來一大波世界各地的投資者，也就意味著現
在正處于一波快速增長的前期階段。

降息對房產有什麼影響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于未買房的人人

來說，降低了購房成本，所以說降息後是購房
一個最好的時機；對于有房貸的人來說，降息
可以降低大家的還款壓力，讓有房貸的人進

一步減輕自己的還貸負擔；對于房地產開發
商來說，降息會使其資金壓力降低，資金的使
用成本進一步下降，開發房子會變得更加容
易。

降息還會導致美元貶值，美元貶值代表
人民幣兌換美元升值，這種條件下更利于中
國人購置美國房產。美聯儲降息後，使用美元
的成本就降低了，由于美元是國際通用儲備
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因此就會有更多的美元
會轉換成未減息的可兌換貨幣或者大宗商品
，都拋售美元，導致美元貶值。
取材美房吧

美國降息對房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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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美國房子、娶日本老婆、請中國廚子、
開德國汽車、用英國管家”這可能是畢生追求
的最高境界了。做夢想一想，人生都圓滿了。

美國房子的確是國人海外房產投資的大
熱門。

2018年初，美國房價“水漲船高”，到了第
四季度，美國房價增速放緩。

掐指一算，2019年，美國房市沒準兒有點
機會。

為什麼是美國？
一說到投資房產，國內人首先想到的市

場，不外乎是香港、北京、美國。
香港：很瘋狂，本地人都只能蝸居“棺材”房。
北京：大陸龍頭，漲的最凶，北京人都買不起
的那種。
美國：發達國家，產權永久，誰不想像美國電
影中的男一號，坐擁一座大別墅。

但是，為什麼我們pass了北京、香港，選
擇去投資美國房子呢？

01北京
北京的房子在2019年初算是剎住了閘。

目前來看，其價格已經封頂難以實現突破。今
年一季度成交量有回暖，但並無卵用，市場信
心沒能被修復，你們有沒有信心不清楚,除此
之外，房價剎車主要和“穩房價、穩地價、穩預
期”的調控政策有關。部分機構和投資者認

為類似漲勢很難持續。
看圖一，感受一波來自房價的“嘲諷”。

02香港
香港房價已處于虛高的狀態。住宅成交

量從2013年開始就下滑了，但是房價卻在上
漲。十分滴詭异，有沒有？此外，香港房價指數
出現了下行現象。這都和目前香港房市的價
值背離、房價虛高的狀態有關。影響香港房地
產市場走勢的因素較為複雜。投資者應關注
房屋供需關係、香港當局調控政策、美國利率
政策、大陸經濟走勢以及全球宏觀經濟與資
本市場幾個主要方面。

香港金融當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香港
GDP增速預計在2%至3%，GDP增速將進一步
放緩，也就意味著香港房價指下跌的趨勢還
會持續一段時間。

綜合來看，香港2019年房地產市場或將
延續溫和下行態勢(圖二)。

03美國
以紐約市場為例，經過了2018年第四季

度的波動，2019年第一季度紐約房地產市場
成交量已逐步回升。2019年第一季度，紐約市
的房屋銷售價格中位數在各個地區都出現了
明顯的增長，排在前兩位的依舊是位于曼哈
頓的翠貝卡區（TriBeCa）和SoHo區。

除此之外，Garment區、Theatre區和Dit-
mars區的交易量和房屋銷售價格中位數
都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圖三)。

房地產市場泡沫以及不斷上升的借
貸成本使亞太地區房地產市場逐漸降溫。
這些地區的投資機會減少，部分投資者開
始考慮從早期投資中獲利出場，並重新審
視自己的投資組合和投資策略。相比之下
，美國房地產市場也在回調，但市場在
2019年第一季度已經開始恢復增長，房市
整體穩健。

中國投資者在國際房產市場中的
地位

中國房產投資者的戰鬥力可媲美“中
國大媽”。這也昭示了中國投資者在國際
房產市場上不可撼動的地位。2018年，中
國購房團又拿了塊“金牌”，喜得“美國住
宅房地產最大的國際買家”的稱號。以493,
100美元支付的平均價格，戰勝其他國家
投資者292,400美元的平均支付價格。

目前約三分之一的國際投資者會集中選
擇佛羅裏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房產。而對
于中國購房者來說，洛杉磯、紐約、西雅圖、休
斯頓和奧蘭多是最熱門的選擇。

另一組數據，2018年，中國買家在美國房
產市場中的平均購買價格從529,900美元降
到了439,100美元。

這說明瞭兩個問題：
（1）全球經濟波動對本市場造成了一定的影
響。
（2）中國投資者開始關注價格較低、潛力大的
地區。

美國房產2019年的機會
（1）美國房產也有很強的區域性，除了紐約、
舊金山灣區、波士頓、西雅圖、丹佛和俄勒岡
州波特蘭市等幾個城市房價高漲，其他大部
分地區的房價相較2006年水平仍處于相對
較低的水平。

地區性的特點使房價會因當地房地產趨
勢而异，因此美國的一些城市可能會經歷房
價大幅上漲，而另一些城市的漲幅卻可能相
對較小。

（2）三大機構預測2019年美國樓市上漲。
NAR預計：美國房價繼續上漲，漲幅或低

于2018年。
房地產評鑒公司Zillow的預測：美國全國平
均房價將上漲3.8%。

美國房產門戶網站Realtor.com的預測：
美國全國平均房價將上漲2.2%。

2019年，美國房價將普漲，但房價不會突
然暴漲。

更多的人會以租房代替買房，這將利好
租房市場。租房需求持續上升，房屋租賃市場
的表現也將繼續走高。

（3）房地美(Freddie Mac)數據顯示，2019年抵
押貸款利率將繼續攀升，而到了2020年抵押
貸款利率或許會超過5%。但截至2月，抵押
貸款利率為4.37%。部分需要借貸的購房者或
許會在利率開始攀升之前選擇進入市場，從
而在短期推高房產交易量。

（4）目前“千禧一代”也到了購房年齡，並且正
在成為最大的買家群體。需求將在2020年逐
漸達到高峰。因此，2020年前後“千禧一代”
的購房需求或將推動部分房屋價值上漲。

風險
不是說在美國投資房產是“萬無一失”的

，投資本身就包含著對風險的承擔，重要的是
，你是否知曉其中的風險。
風險點如下：

美國的名義房價已超過了2006年以來
的最高點。美國失業率達近年來的最低點，一
般來說，充分就業下，整體經濟不容易擴張。

總結
1.2019美國樓市保持穩健增長，但不會爆炸性
增長。
2.美國房產地域性明顯，不同地區、不同價位
房產的供求關係變化不同。
3.關注美國以及全球宏觀經濟走勢對美國房
產的影響。
4.在金融危機過去後的10年裏，紐約和舊金
山等大城市出現了房價的快速上漲，但到
2018年開始，這種增長逐漸減弱甚至停止。這
說明豪宅價格到達了“頂峰”，需要有所降溫。
5. 雖然房價漲的慢，但房子用來出租的收益
是穩穩當當的。其實目前中國投資者，大部分
會將美國房產租賃出去，少數會用于自住。
(待續)

抓住2019的尾巴
美國房產投資機會在哪裏？

上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美國房屋成交中位數統計，
圖片來源：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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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租客為何每年增加?
隨著國內一線城市房價的飆升，很多高淨值投資者將投

資的眼光都投向國外。美國作為資源豐富、經濟發達的超級
大國，對投資者有著天然的魅力。加之08年次貸危機之後房
產行業發生滑坡，近年來逐漸開始回暖，“抄底投資”成為投
資者進軍美國房產的直接理由。

根據《新聞周刊》報道，在過去十年中，隨著美國房產的
逐步升溫，選擇以租房代替買房的美國人數量激增，租房市
場异常火爆。根據哈佛大學住房研究聯合中心最新報告顯示
：每年約有100萬名新租戶進入市場——他們年齡更大，也更
富有。

美國租房群體人群畫像
年齡劃分
35歲以下家庭中，租房比例超過65%;
35-44歲家庭中，租房比例為41%;
45-64歲家庭中，租房比例為28%;
65歲以上老年人租房比例穩定在20%左右。

財務能力劃分
58%的低收入家庭交完房租後，錢包裏剩不到500美金，

中低收入家庭壓力過大；美國富人也開始進入租房市場，抬
高了房租水平。

由此可見，年輕群體作為使用者進入租房市場，是剛需
的必然選擇。但是另一種現象——越來越多的富人也開始進
入租房市場，其中有80%的人認為有一套房能夠強化財務意
識，包括對資產增值的理解以及對沖房租上漲的能力。

庫存緊張推動房價上漲
2017年美國住房市場庫存非常緊張，待售房源數量自

2011年以來持續減少，待售房源較上年2016年減少了12%。這
主要受強勁需求，尤其是美國年輕人、緩慢的房產建設和房
主售房意願下降等綜合因素的推動。

不過新房建設也在穩步增長。根據Zillow預計，到2018
年年底，新房建設量將增長10%，按季節性調整後共計達到
63.3萬套，但速度不足以顯著緩解當前的庫存緊張。所以，根
據預測2018年美國全國房價將上漲6%。這意味著美國房價
上漲速度將是美國工資漲幅的兩倍以上。

美國房產火爆异常，投資正當時
目前，投資美國的買家數量還在持續增長。面對國內房

產市場的低迷，貨幣等問題，選擇美國房產可謂是一種穩健
的投資方式。另外，中國買家投資美國房產的區域選擇存在
共性：教育水平良好、交通便利、經濟繁榮。

原因是良好的經濟可以帶來更多的就業需求，而就業需
求者則需要在工作區域選擇合適的房屋租住，對僅作為投資
的海外購房者來說，能夠保證穩定的租金和房產增值收益。

而對于有海外教育需求的購房者來
說，教育水平和交通便利則滿足了購房
者的生活需要，同時學區房、交通樞紐地
區的房屋都有良好的增值空間。

美國房產究竟有何獨特魅力，如此
受海外買家的追捧呢？

我們總結了其最突出的八大優勢，
並且逐一做了分析，一起來看看吧。

01地下的寶藏永遠屬你
永久產權

有人說，驅動美國房屋價值上升的
本質，是土地而不是土地上的房子。的確
如此，美國房產貴就貴在土地上。中國是
實行土地公有制，你在購買房屋後，對房
屋所屬土地僅擁有使用權，根據房屋性
質的不同，期限一般在40-70年。

但美國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你在
美國購買房屋後取得的不僅是房屋，更
是所屬土地的永久所有權，包括土地上的建築物、土地出產
物、地下的礦物。也就是說，即使將來從你的房屋地下挖出了
金礦、石油，也都歸你！

這個可不是神話故事，我們美國辦事處所在的德克薩斯
州就有很多農民從地下挖出了石油從而一夜暴富。當然並不
是所有的人都會有這樣的好運氣，但房屋所屬土地永久歸個
人所有是不爭的事實了。

02兩三百萬買一棟別墅
房價不高

說到買房投資，你一定最關注的是價格了，畢竟投資的
成本决定了收益可以走多遠。

相比而言，目前美國的房子總體不貴，據有關
數據顯示，全美房屋的平均價格尚不足100萬元人
民幣。

如果和中國的大多數城市房價進行橫向比較
，這個價格你心裏就有數了。還是以前面提到的德
克薩斯州舉例吧，兩、三百萬人民幣可以在一個
9-10分的學區，買到2層樓、4個臥室、3個衛生間、
2個車位、還有前院後院的獨棟大別墅，是獨棟、不
是聯排哦。

算下來，你在中國大城市買一間屋的價格，可
以在美國不錯的區域買到一套兩、三層樓的獨棟
別墅了，這個說法並不誇張。

03房產證上的面積=實際面積
無公攤面積

在國內，房屋的建築面積與使用面積是兩個

概念。我們通常會根據房產證上的數字，說自己的房屋90平
米、120平米等，其實這些是將公攤面積計算在內的房屋建築
面積，實際的使用面積要小很多。

而美國房產證上的面積，則是實實在在的使用面積，沒
有任何公攤；且車庫、前院、後院等這些面積也不計算在房屋
面積之內。

原因就是前面說過的，你支付的價錢除了房屋還包含土
地；所以看起來，車庫、前後院等就像是“買一贈多”。

很多家庭，都利用隨同房屋“贈送”的院子，挖了泳池、建
了兒童樂園。忙碌了一天，可以在自家泳池游泳，孩子也可以
在自己的小天地玩耍，多愜意啊！
(待續)

I/房地產專日/190820A 簡 房地產現況 中

抓住2019的尾巴
美國房產投資機會在哪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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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 台 , 英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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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Richmond 豪華寬敞大洋房，5房6浴，三車庫，私人泳池，65,000平方呎土地。僅售   $998,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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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廚房，僅售 $850,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屋頂新，安靜社區。僅售$449,000. 
4..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2019新屋頂,室內全新裝修,新廚具。僅售
$398,000
5.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3浴，二車庫，2,685 sqft, 室內全新裝修,。僅售 $409,900.
6. 糖城, 3房2浴平房，二車庫， 內外新油漆，稅低，1,446 sqft。交通方便。僅售 $209,000. 投資良機。
7.. 糖城, 5房3.5浴大洋房，二車庫，3,366 sqft，全房木地板 。交通方便。僅售 $279,000.
8. Rice Millitary,  現代化3層樓洋房，新穎美觀。3房,3.5浴,2車庫 僅售 $495,000.
9. Katy, 3 房 2 浴平房，二車庫，全新油漆，1,617sqft，僅售 $178,000， 立即入住.
10. 西北區，4房2.5浴，二車庫，2,368 sqft，全新油漆，屋況佳，學區好。僅售 $227,000 
11. 西北區，2層樓大洋房, 4房3.5浴，二車庫，3,190 sqft，全新裝修，新屋頂，內外新漆，石英臺面。僅售 
$259,900
12.Humble, 3層樓大洋房, 可至6睡房，3全浴，2半浴，二車庫，3,795 sqft。僅售 $349,000.

星期一       2019年9月16日       Monday, September 16, 2019

04美元不動產
保值抗通脹

對許多海外買家來說，投資美國房產，還有一個最大的
優勢就是可以保值抗通脹。

大家都知道，全球央行持續實行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美
元作為國際通用貨幣在保值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因此美國房
產也具有較強的資產保值增值功能。尤其是一些商圈完善、
人口穩增、居民生活水平較高的地區，周邊房地產的需求長
期處于上升趨勢，近幾年來購買的房產，價格都已實現大幅
度增長。

當然，投資海外房產，需要很強的經濟和法律相關知識，
後續的文章，我們也將為大家做更詳細的分析和介紹。

05增值收益和租金收益
雙重收益

有的海外買家，短期內並沒有計劃常住美國，那麼買了
房子，白白空著豈不可惜？

其實，美國房產的另一大優勢，就是既可能通過房價增

長帶來資本利得，也可以通過賺取租金收入來獲得源源不
斷的穩定現金流。因為，美國住房自有率較低，而租賃需求
非常旺盛，房屋的租金相對房價來說也是相當之高。

比如坐落在德克薩斯州10分學區裏，價值40萬美金
的房屋，每月的租金收入約在3000-4000美元左右。對比
一下，中國一套價值40萬人民幣的住宅，每月可得的租金
大致在多少？

另外，這些穩定的租金收益，還可以用來進行多種形
式的資產規劃。如何更加科學、安全的操作，後續我們也會
逐一和大家分析。

06買房自帶學位
享受優質教育資源

迄今為止，美國培養了將近40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很多人都以為是因為美國高等教育處于全球頂尖水平，但
其實，最重要的是美國初等教育質量很高，初等教育理念

也非常先進，所以培養出來的學生綜合素質都很高。
而在美國，初等教育階段是分學區的，基本和國內一樣

按片區就近入學，好的學校能夠為孩子提供穩定、良好的學
習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房產實行租售同權，租房也可以
享受優質的學區資源，因此許多家庭會選擇在好的學區租房
來替代購房。

也就是說，對于那些在美國購買了學區房的海外買家來
說，在全家尚未定居美國時，可以將房屋出租，優質的教育資
源將帶來豐厚的租金收入；而在將來時機成熟，全家赴美國
做身份安排後，孩子也可以使用學區名額，一舉兩得。

07房產政策完善
交易有保障

至于很多人擔心，在國外交易會不會有風險？
美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上百年的發展歷程，建立了完善

健全的市場機制。
無論是房產買賣還是出租，房產信息都是公開的，購房

者可以委托經紀人、律師等專業人士去政府網站查看意向
房產的全部詳細信息，所有的交易信息，包括實際價格、稅
額、交易日期、交易情况，都必須明確地呈報。

此外，美國法律保護房屋擁有者產權的措施非常細緻，
也在制度設計上著重保障買賣雙方在交易中的安全；無論
甲方、還是乙方，都會在交易中擁有規範、公平的體驗。

08獲取美國投保資質
一舉兩得

許多投資人並不知曉，在全球範圍內，美國保險有著巨
大的優勢，相比于近年來倍受追捧的香港保險而言，其獨特
之處還不被眾人瞭解。對此，後續我們會為大家專文分析。

也正是因為優勢太過明顯，美國保險並非對所有人都
開放，只有具有美國身份或者在美國有住房等條件滿足後，

才可能購買。如果海外買家在美國購買了房產，就相當于取
得了購買優質美國保險的資格。

可以告訴你的是，美國房產是完全開放的，無論你有沒
有美國綠卡或者入籍，都可以購買。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海外買家和新移民購房占到了全
美9%的房屋銷售額了。基本上在經濟許可的情况下，瞭解完
這些優勢的人，都會來上一套。

住房補貼
聯邦政府對低收入人士還提供住房補貼，這主要是Sec-

tion 8. Section 8 最早源于1937年的住宅法（Housing Act of
1937）, 後經不斷的修改和補充，成為今天聯邦政府資助低收
入人士，實現居者有其屋的主要計劃。

據2008年的統計，全美國有480萬家庭獲得了Section 8
的住房補貼。要獲得Section 8的住房補助，其家庭收入不能
大于所在郡（county）中間收入的50%。大多數人把這筆補助
用于租房付房租，也有一些人用這筆補助款自己買房，付
mortgage。

Section 8補助額的多少取决于申請人的收入和家庭的
大小，最多一個月補助$2200，這筆Section 8 補助直接由政
府每月打到房東的賬戶上. Section 8 大部分來自聯邦住宅和
都市發展部的撥款，但通過每個地方的公共住宅署（public
housing agencies）來發放和管理，其目的是給低收入、老人
和傷殘者提供體面、安全和乾淨的住所。

接受Section 8的房東需要和當地的公共住宅署簽約，他
們還會派人來檢查住所的條件以保證達到他們的標準。與公
共住宅署簽約的房東不可以隨意漲房租，每年漲租金都有一
定的限制，只能是2-3%左右。

聯邦政府提供的這種住房救濟每年大概有205億美元，
全美有480萬家庭受益（2008年的數據）。除了聯邦政府外，
50個州的州政府花在住房補貼上的錢有98億，地方政府的
花費則是455億（來自網絡資料），還有些慈善組織也給有急
需的家庭提供不定期的房租救濟。

I/房地產專日/190820A 簡 房地產現況 下

抓住2019的尾巴
美國房產投資機會在哪裏？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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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別說你沒買！

購買美國房產，會接觸到壹
些國內購房不涉及的環節。今天我們講的是兩個重要的保險
：產權保險和房屋保險。

為什麼這兩種保險很重要？它們能提供什麼保障？
我們先來說說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

產權保險必須購買嗎？
理論上不是必須購買。但從避免風險的角度，強烈建議

購買。
購買產權保險，是為了避免房屋隱藏的產權遺留問題帶

來的風險和損失。產權若出現問題後需要賠償，包括所有重
新恢復擁有產權的法律費用都由產權保險公司承擔。

換句話說，所有產權相關的風險全部轉嫁給了產權保險
公司。

通常情况下，產權保險買家購買，在房產交易之前壹次
付清，有效期長至下次產權轉讓為止。

購買房屋之前，我們不都有進行過產權調查了嗎？再買
產權保險不是多此壹舉？

確實，通常情况產權調查就可以查清與產權相關的所有
問題。但有些隱藏較深的產權問題，機緣巧合無法呈現在調
查結果中，這部分風險就由產權保險來承擔。

講個案例，買家A 買房入住壹年後，收
到國稅局(IRS) 的催繳通知，要求補繳稅金
10 萬元，否則抵押房屋。

調查後發現，房屋交易前國稅局就向原
房主發出了催繳通知，但因為通知還沒有在
法院登記，所以產權公司也調查不到。1個月

後，催繳通知達到法院備案，但交易已經完成。
為避免上述風險，建議房產交易壹定購買產權保險。

產權保險保的啥？
產權保險承保的風險，主要是產權調查中沒有及時

發現的與產權相關的問題。主要包括：

賣家未如實告知。如簽訂合同時漏掉繼承人或其他產
權人，或房屋產權人出現變化但簽約時賣家未如實告知
買家，或產權人有精神障礙無行為能力問題等。

賣家的造假行為。賣家在賣房過程中欺詐、作假、偽造
文件這樣的問題。如偽造地契、貸款文件、房屋銷售授權
書等等。

房產未清理的欠款。如果這個房子的前主人有一些拖欠
的稅款或者債務沒有還清，如上文提到的案例，那麼這些欠
款就需要新房主償還，將是一大筆損失。

接下來說說房屋保險Homeowner Insurance。

房屋保險一定要買嗎？
理論上不是完全必須，但事實上絕大部分房子都有房屋

保險。
如果你的美國房產是貸款購買，貸款銀行一定會強制要

求你在過戶前先購買房屋保險，否則將不會通過貸款申請。
如果你的美國房產是全款購買，雖然法律並未明文規定

壹定要買房屋保險，但為了避免房子發生災害和事故所產生
的損失，如遇到火災爆炸等，通常屋主都會購買房屋
保險作為保障。

房屋保險是消費型保險，需每年購買

房屋保險：
一般指房主為自己房子購買的保險，主要保障

屋主在房子遭遇意外或突發災難時，可得到補償理
賠來降低財產損失。

如果你聽說有房主要給房子買“火險”，他所說
的其實就是房屋保險。房屋保險主要保賠火災對房
屋造成的損失，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火險(Fire Insur-
ance)。

但其實房屋保險也保賠許多其它原因對房屋或
個人財產造成的損失，甚至包括客人甚至路人發生
的意外。

房屋保險都保些啥？
看到上面關于房屋保險的概念，和國內的財產保險很相

似。他們都承保家庭財產因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損失
，但美國的房屋保險承保的範圍更大。

在美國，房屋保險可以理賠因自然災害、盜竊和人為事
故造成的損失。大多數房屋保險賠償的範圍包括：
受災後賠償給屋主或貸款銀行的部份；
房屋，包括房屋本身、圍墻、車庫、車道、泳池等；
私人財物，包含家具、電器、書借、收藏、文檔等；
因災難使屋主無法使用房屋，以及房屋修復期間所產生的額
外生活開銷；
屋主意外責任帶來的賠償，如屋主或來訪客人在房屋室內外
發生意外時，要提供的賠償。

購買房屋保險時，屋主須告知保險公司房子的用途是出租還
是自住。
若為自住：保險公司會加上屋內私人財產的保險。
若為出租：屋主則不必對屋內財物進行保險，可節約保費。(通
常租客也會自行購買“租戶保險”來保障自己財產的利益不
受損失。)

購買房屋保險需注意
無論購買何種保險，除了留意保險費、保險涵蓋範圍、和

自付額度外，下面的tip 也很重要：
大多數保險不包含水災或地震，需另行投保
大多數保險公司不會理賠珠寶，需另行投保
你為房子投保15萬，即使重建費用是18萬，保險公司也只會
理賠15萬
若房屋被破壞，屋主選擇不重建，保險公司理賠會按房屋價
值減去折舊後的成本支付 (取材網路)

這是投資美國房產必須的兩種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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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活應該
注意的8大細節

這幾年，我國每年都會有很多學生
遠渡重洋去美國求學，學生如何能儘
快適應、融入國外生活，讓美國留學生
活更加快樂呢?留學 360 介紹，有八個
值得注意的細節，大家一定要記在心
裡啊！

1、講話要保持一定距離，和美國
人講話的時候要保持彼此的身體間的
距離，半米的距離比較合適。當你和美
國人聊天時，他如果一直向前進，可能
你離他的距離有些遠;如果他一直向後
退，你和他的距離可能靠得太近了，因

此要保持適當的距離。
2、打招呼切勿大嗓門中國人遇

見熟人的時候大聲地打招呼來表示自
己的熱情，而美國的公眾場合相對來
說比較安靜，人們說話很輕，除非緊急
情況發生，一般不會開口大喊。見到熟
人也是走近了才打招呼。

3、對話時要保持目光接觸和美
國人對話的時候，要保持眼光接觸。游
離的目光或目視其他地方都會給美國
人留下不可信任和傲慢的印象。因此，
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保持微笑、眼光

的接觸很重要。如果對面一個陌生人
走來向你微笑，你也向他微笑，他會向
你說“你好”，這只是一種禮貌，並不表
示他會停下來和你交談。

4、不能隨便和他們開玩笑一些
中國學生有時會說一兩句善意的謊言
或者開個玩笑，大家認為這些都是正
常的。然而在美國，你和他說謊或者開
玩笑說他不誠實，這些言語都會使美
國人不悅，因為美國是一個很講信譽
的民族，他們經濟和社會地位都是建
立在個人的信譽基礎上的，不能忍受

別人沒有信譽。
5、同性別的行為不能過於親密

在美國，同性不能一起跳舞，這是公認
的社交禮儀之一。同樣在街上走路，同
性之間的勾肩搭背，也會被認為是同
性戀，因此同性朋友之間要保持適度
的身體接觸。

6、不要隨便撫摸小孩中國人看
到喜愛的小朋友喜歡用手摸摸臉蛋或
拉拉小手，表示對孩子的喜愛，但美國
人認為這是非常不禮貌的。即使是他
們家的狗狗也不喜歡別人隨便摸摸或

隨便給喂吃的東西，這些都會引
起美國人的不滿。

7、拜訪之“禮”拜訪美國人
時，進了門一定要脫掉帽子和外
套，摘下戴著的墨鏡;進門應先問
候女主人，再問候男主人。賓客較
多時，可以只與主人和熟人握手，
對其他人只需點頭示意即可;做
客時不可隨意翻動主人的東西、
撫弄擺設，也不能打聽擺設的價
格。

8、女性需要注意的細節美
國人對出入公共場合時化濃妝，
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化妝、補妝
的女性有一定的想法，他們會認

為這樣的女性缺乏教養，身份也值得
懷疑。而且在美國女性最好不要穿黑
色系列的衣服，因為美國人認為黑色
是肅穆的象徵，是喪葬用的色彩，所以
忌諱黑色。

中國學生習慣不拘小節，認為很
多事情在國內很正常，但在國外這些
細節則是被相當看重的。中國學生在
美國留學，事無巨細，從日常生活的衣
、食、住、行的差異到文化層面的差異
都不容忽視，應該提前瞭解，否則會被
人認為很無知。

美國留學手機使用美國留學手機使用
三大注意事項解析三大注意事項解析

1)美國留學生活使用手機的頻
段

由於世界各國的通信制
式、頻段不同，所以去不同的國
家，需要的手機也不同。咱們先
瞭解一下有關制式和頻道的一
些常識，目前全球採用的移動
通信制式大致有 GSM 和 CD-
MA 制式，而根據頻段的不同，
GSM 分 為 850mHz、900mHz、
1800mHz、1900mHz。我們國內
目 前 採 用 的 是 GSM 900/
1800mHz，CDMA 採用的是機
卡分離的 CDMA 800mHz。美
國採用的是850、1900mHz頻段
的GSM的網絡，因此我們在去
美國的時候需要更換三頻手機
，目前三頻手機在國內市場上
已經有了相當的份額，主要集
中在MOTO、諾基亞、索尼愛立
信這三大品牌中，所謂三頻手

機就是手機支持
900、 1800、
1900mHz三個頻
段，因此可以實
現在1900mHz頻
段 GSM 網 絡 中
使用。
2)美國留學生活
使用手機的資費

據介紹，在
不同網絡提供商
所提供的資費、
方案和手機的選
擇上確實存在一

些差異。然而，這種差異並不大
。總體來說，AT&T和Verizon的
資費方案是相近的。與 AT&T
和Verizon相比，T-Mobile通常
會對其資費方案和手機提供一
些折扣，因為其信號覆蓋差。
Sprint/Nextel 則更加注重商務
用戶。
3)美國留學生活使用手機的運
營商

美國的手機運營商主要
有四家：AT&T，Verizon，Sprint
和 T-Mobile。以前在 Atlanta 還
有南方貝爾和Cingluar，但是目
前這兩家都被 AT&T 收購了。
Atlanta的許多人還習慣性的叫
Cingular，AT&T 有個廣告還專
門在結尾加上一句“Cingular‘s
name is now AT&T”。學校碰到
的 人 多 是 用 的 AT&T 和

T-Mobile。
關於網絡覆蓋範圍。網絡

提供商們通常都會在其公司網
站上公佈其網絡覆蓋圖，例如
AT&T’s coverage、Verizon‘s
coverage、Sprint Nextel’s cover-
age 和 T-Mobile‘scoverage。通
過在這些網站中輸入郵政編碼
，用戶可以找到任何特定地方
的各公司信號覆蓋範圍。一般
地說，Verizon 和 AT&T 信號覆
蓋更廣更密。但它的 plan 會相
對貴一些，而且Verizon好像用
的是 CDMA 制式的通訊網絡，
它的手機都沒有 SIM 卡。也就
是說，如果選擇了Verizon的服
務，就必須使用Verizon銷售的
手機。Verizon 的所有手機都使
用它自己編寫的操作界面，和
國內不同品牌手機有著不同樣
式的菜單不同，Verizon 的所有
手機都使用同一種菜單並和它
提供的服務緊密結合。所以，除
了智能手機，Verizon 銷售的所
有手機的功能都差不太多。然
後說說 T-mobile，T-mobile 自
己號稱它是掉線最少的網絡，
用的人也很多。T-mobile 用的
是 GSM 網絡，所以國內的 3 頻
以上的手機可以拿來。T-mo-
bile賣的手機會相對貴一些，但
它提供的款式確實是最多的，
看個人喜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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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令人費解的美國俚語
去美國生活，即使你自認為自己

英語說的不錯，也常常會遇到聽不懂
的情況，那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俗語。對
於初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來說，美國人
的口頭習慣用語是夠留學生們理解一
段時間了。

1、Nerd和 Jock是美國學生常用
的兩個俗語。Nerd的意思和漢語中的

“書呆子”類似。這類人聰明勤奮，但卻
過於保守嚴肅，在校園裡頗讓人瞧不
起。Jock則恰恰相反。他們魁梧帥氣，
很 受 女 孩 子 們 的 歡 迎，尤 其 擅 長
American football和basketball等各種體
育運動。當然，校園中也不乏漂亮的

girl jocks。
2、Hick 和 City Slicker 這兩個詞

的意思在各種語言中一定都能找到對
應的詞，它們分別是城裡人和鄉下人
對對方的貶稱。Hick的意思是“鄉巴佬
，土包子，”而 slick字面意思是“圓滑的
，油滑的”，因而city slicker也就是鄉下
人眼中的“城裡老油子，打扮光鮮，老
於世故卻不可信的城裡滑頭”。

3、Egghead這個詞在1952年的美
國總統大選中被首次使用。當時的競
選雙方分別是二戰盟軍總司令艾森豪
威爾和書生氣十足的伊利諾伊州州長
史蒂文森。史蒂文森精心準備的競選

演講文字華麗
晦澀，只有和
他一樣的知識
分子才會感興
趣。因此對手
取 笑 他 說 ：
Sure, all the
eggheads love
Stevenson. But
how many
eggheads do
youthink there
are. Egghead 的
意思，就是指

書 生 氣 很
足 的 知 識
分子。

4、
Turkey（火雞），Shrimp（蝦）和Crab
（螃蟹）這三種動物在美國人眼中
會是什麼呢？Turkey 是美國人在
Thanksgiving Day和 Christmas Day
家家都要吃的食物。但是，活的火
雞樣子難看，行動又笨拙，所以
turkey 就用來形容那種愚蠢無用
的人。而那種雇用了這些 turkey，
又不能開除他們的政府或商業機
構就被稱作turkey farm。Shrimp常
被用於指代那些個子矮小的人或
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請看下面的句
子：You may call Napoleon a little
shrimp. But for a shrimp，he cer-
tainlymade the rest of Europe trem-
ble.而 crab 因為長相醜陋兇惡，常
被用來指那些性格暴躁、脾氣很壞
的人。

5、Backseat Driver, Wheel-
er-dealer, Free-wheeler, Fifth
Wheel 是四個和汽車有關的常用
習語。backseat driver坐在汽車後排
，卻不停地對前面開車的人指手畫
腳，因此是指那些自己不在崗位上
，但是卻喜歡給在位的人提供人家
不 需 要 的 意 見 的 人。 wheel-
er-dealer精明能幹，是那種善於運
用權利和財勢在政治或商業活動
中 為 所 欲 為，獨 斷 獨 行 的 人。
Free-wheeler喜歡自由，不受約束
，是指那些不願意遵守自己工作單
位的規章制度，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的人。而fifth wheel的意思則很好
猜出。一輛汽車只有四隻輪子，那
麼，fifth wheel當然是多餘的、不受

歡迎的人了。
6、Couch Potato和Mall Rat是兩

個和美國人生活習慣有關的俗語。
Couch potato 指一有時間就坐在沙發
上看電視的人，一聲不吭，一動不動，
就像一個圓滾滾的土豆。而mall rat當
然不會是購物中心的真老鼠，而是指
沒事兒老喜歡到mall（大商場）裡去逛
的人。

7、Baby Boomer, Yuppie（雅皮士
）, Dink（丁克）, Sandwich Generation
這四個詞反映了美國經濟和社會變化
。二戰結束後的二十年內，美國人口激
增，那個時期出生的人在美國被稱作
baby boomers，因為boom有激增、暴漲
之意。yuppie（雅皮士）（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是指生活在大城市、受過
高等教育、生活富裕的成功職業人士。
Dinks（double income，no kids）是指那
些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但是不要孩
子的夫婦。Sandwich generation則恰恰
相反，他們是既要贍養老人，又要撫養
下一代，像三明治一樣被夾在中間的
經濟負擔較重的一群人。

8、green Thumb和All Thumbs也
是兩個很有意思的俗語。Green thumb
指善於養花種草的人，這些人總是能
把花園收拾得綠色怡人，養出來的花
草光亮健康，羨煞那些費了很多勁兒，
種出來的花草蔬菜卻總是半死不活的
人。所以，green thumb就是那些很會養
花 種 草 的 人。如 果 說 一 個 人 是 all
thumbs會是什麼樣呢？想想看，拇指雖
好，可要是十個指頭都長成短短粗粗
的拇指，幹起活來肯定很難受。因此

all thumbs便是形容一個人笨手笨腳。
9、Penny-pincher 和 Cheapskate

都是指花錢很小心、吝嗇的人。Penny
是一美分，pinch意為“捏”，顧名思義，
penny- pincher 就是那些連一分錢都
要在手裡捏得緊緊的、捨不得花出去
的人。Cheapskate則是萬事以省錢為本
，越省越好，請客最多帶你去 Mac-
Donald。這種人往往不受歡迎，尤其令
他們的女朋友反感。從這個意義上說，
cheapskate比penny-pincher更貶損。

10、Spring Chicken和Lame Duck
是指春天孵出的小雞和瘸腿的鴨子嗎
？當然不是，讀一讀下面這兩句話，猜
猜它們的意思吧。（1）The woman said，
over forty，so I'm not a spring chicken
any more.（2）The governorof our state
ended up as a lame duck when he lost
the election. He still hassix weeks left in
office but there's nothing to do except
to pack up hispapers. 實 際 上，spring
chicken意為“年輕人，缺乏經驗的人”，
lame duck是指“競選連任失敗、即將卸
任的官員”，也用來指“不中用的人”。
任何美國官員——從市長、州長、參議
員到總統——都有可能因無能而被稱
為 lame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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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普通公民的一天都在
幹什麼？

所謂“平均一個美國人”是不太容
易描述的一個概念，但在這篇報道中
引用了很多的調查數字，由這些數字
反映一個美國人的日常生活重心，或
者是重要的內容。當然，這些數字並不
代表每一個美國人都具有的內容，也
不代表生活在美國的新移民(微博)的
生活內容，卻可以幫助大家更進一層
認識美國人，美國人是什麼樣。
平均時間

即使要找到“平均一個美國人”，
也是很具挑戰性的工作。統計學上的
中位數、平均數和大多數，都能隱藏相
當多的事實。

美國人平均運動的時間就如同所
被建議的一天有20分鐘，但實際情形
是因為17%的美國人運動超過1小時，
其他的人則很少運動。大多數的美國
人相信神，而且有 90%的美國人擁有
聖經，但只有一半人能夠叫出一個福
音的篇名，並且有 10%的美國人認為
聖女貞德是諾亞的妻子。

文章的作者吉布斯說，如果一個
完美的平均數是個幻想，是不可能存
在的，但人們仍可由數字的比較中知
道自己與別人的不同。

以今天的某些方面來說，你會讀
祈禱文，而不是浮掠一番而已。你淋浴
10分鐘，但不會在淋浴時唱歌。你會開
著 8 年車齡的老爺車去上班，一天的
95%時間在室內，兩個半小時上網，吃
掉 20 茶匙的糖，不存一文錢。在週末
的時候，75 歲以上的老人花 1 個半小
時閱讀，而那些15至19歲的年輕人只
花7分鐘。感恩節時，88%的美國人吃
火雞，大多數的美國人喜吃白肉，而世
上其餘的人則喜吃紅肉。平均的美國
家庭擁有電視的數目多過家中人口，
但美國人仍像40年前一樣，花同量的
時間看電視。
生活形態改變

從1965年以來，美國人生活形態就
改變了。在 60 年代，美國家庭中大都
是父親出外掙錢，母親居內持家。而現
在，只有20%的美國家庭是這個型態。
經濟學家1999年時警告，工作的雙親
比起30年前的他們，與家人相聚的時
間少了22個小時。經濟學家警告說這
將令“鑰匙兒”成長于一個疏鬆管教的
環境。現在，這個情形改善了許多，雙
親們都工作辛勞，但也花了較多的時

間與他們的子女相
處，特別是父親們，
他們比起 1965 年以
來，平均每週多花了
153%的時間照顧子
女。

那意味著一些事情必須放棄，父母
才找得出多的時間，因為一般而言，他
們不會少睡，也不會減少自由的時間。
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些景氣，你會注意
到一些老規矩逐漸式微，像你不能同
時在兩個地方，而且一天中就只有24
小時。當爹媽們站在學校的球場邊的
露天座位，一邊給他的市場客戶發電
郵，一邊為比賽中的子女加油吶喊，這
些爹媽是在工作還是遊戲？現在我們
邊做飯邊看新聞，在睡眠中漂白牙齒。
可以說，現代父母們比起 1975 年的

“對手”，因為此種多重工作形態，有如
平均多出了40個工作小時。與其他成
人單獨相處的時間下降了，特別是與
你結婚的成人相處的“純配偶時光”，
由1975年以來即下降了26%。
更多的平均

當你回顧這些數字，並看著腳底下
的實際生活，就會湧現一項感覺：有那
麼多的“平均”值得你去喜愛，去學習。
就如同《平均美國人》一書作者奧基
菲，在他著手要寫該書時，為“平均
美國人”所下的定義：用特殊的方式
尋出這個國家內最平常的公民。我
們也許會被名人與富人所眩惑，但
調查顯示：“平均美國人”不想做成

“他們”。“平均美國人”比“平均名人
”長約13年，後者比前者多4倍高的
可能去自殺。奧基菲在他的旅行中
所發現的是，“平均”意味著你在你
的生活中保持確定的平衡。他說：

“當你用那種名詞解釋事物時，那表
示你完成大多數美國人做的工作。”
想想這些有如“民眾的智慧”，所謂
的“平均”有可能很快地成為你的

“理想”。
急促的早晨

絕大多數美國人的早晨都忙著趕
上班，“平均”下來時間是這樣分配
的：梳洗修整24分鐘。18至36分鐘
早餐，有8000萬的美國人是獨居的，
如果有小孩，這些雜務至多讓你再
投入12分鐘，幫助他們整理妥當去
學校。送走了小孩，你約要花25分鐘
獨自開車。
上學

每個非週末的早晨，5500萬的美
國小孩前往全國124110所學校上學
，他們中的大多數即大概 86%的學

生上的是公立學校。只有 770 萬的小
孩去上全國28384所私立學校。此外，
有600萬多的小孩因為年紀還太小還
沒有上學，再不然就是在家中學習或
被學校退學的學生。
工作之餘做些什麼？

工作之餘幾乎是美國男
人的天下，男人比女人的休
閒時間平均要多出一個小
時，包括平均花12分鐘運動
健身，11 分鐘上網。女人休
閒時閱讀的比較多，她們也
做比較多的家務，平均42分
鐘，烹飪 28 分鐘。無論男或
女這些活動都因看電視的
時間而縮短。如果是女性帶
著小孩，看電視時間長達 4
小時38分鐘。男人如果不帶
小孩，平均是1小時28分鐘
。如果是電視沒有節目了或
節目不好看，男女都會花去
同樣的時間去遐想。
睡眠時間

美國人平均在每晚 10 點
鐘一過，男人都先入房睡覺
了，女性則平均要到晚上11
點 02 分時。但是平均來說，

只有一半的美國人會有美好的睡眠─
─睡足8小時38分鐘。原因是可能有
67%的美國人與其它的人或寵物共享
一張床。最近一項研究發現，男人與他
人同床共眠還可以香甜入睡，女性則

否。成人都需要8小時的睡眠，否則認
知機能會出問題。據統計，每年平均有
10 萬的交通意外以及 1500 人的死亡
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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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公共交通設施不發達的大部分美國地區，面對這
樣那樣的塞車之苦，人民當然也是不能忍了！應對政策簡單粗暴
狠。要麼早出晚歸，儘量避免堵車高峰；要麼辭職跳槽，找離家近
的公司；更有甚者，乾脆離開這個城市。但再多的對策，也難以遏
制民眾們對堵車的怒氣。

今年年初在美國德州奧斯汀南部的一條大街上，堵車司機持
棍互毆的事件一度引發全民關注。一名司機從後備箱取出一個
長木棍首先動起手來，另一名司機則手持棒球棒反擊。由此看來
，堵車引發的路怒症！並非中國特色呀~也還好沒有“德州特色
”——用槍…

當然，美國人為堵車的付出的代價並不是打架鬥毆這麼簡單。
據統計，美國每年因交通堵塞的直接損失達到上千億美元。拿著

納稅人的錢，當然要給納稅人好好辦事拉。其實為了
解決美國堵車問題，美國公路管理局也沒少動腦筋。
1.減少公路事故，以保證交通暢通。

美國公路建設非常重視公路本身的安全性。美國州
際公路往來車道之間的綠化隔離帶都很寬，有的達到
幾十米甚至上百米。另外，這些隔離帶一般都是青蔥
綠草或是遍地花朵，美好的植物和景致讓人心曠神怡
，有助於緩解司機的疲勞和緊張，從而有助於減少事
故的發生。

除此之外，美國州際公路還有一些十分人性化的設
計。比如佛羅裡達州的75號公路就建有專供野生動物
穿行的橋洞；高速公路上設計許多對司機的警示；每

隔一個路段，路上都會有一小段
坎坷路面幫助駕駛者集中注意力
，這些措施都能對提醒司機小心
駕駛。如果不幸出了事故，美國公
路一些兩旁還設有很多緊急救助
電話亭，以幫助儘快求救，同時還
能定位。這樣事故減少了，事故處
理速度有效提高了，使得交通更
為暢通，堵車現象也緩解了。
2.智能化發展，向車主及時提供交
通信息。

智能化的反展，也為交通運輸
提供了不少便捷。例如，Google地
圖會及時更新公路路況，用手機
app 就能一睹目前的實時交通狀
況，從而幫助人們提早瞭解交通
信息，避開擁擠路段。還有一些其
他的軟件，專門提供最佳路線方
案，人性化地告之用戶哪一條線路最不塞車
。而美國政府也已經積極開展了對智能交通
管理系統的建設。
3.鼓勵車輛共用Car Pool, 減少
車流。

減少交通堵塞，很多地方政
府認為根本是減少車流，於是
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比如在華
盛頓，政府呼籲人們多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少用私家車。更安
排大巴在工作日專線接送職工
，如有意外事情必須臨時回家
的，還免費提供出租車。

還比如不少城市的城內主幹
道上都開闢封了閉式快車道
ＨＯＶ，允許乘坐超過一人的
車輛使用。還有的地方還為乘
坐多人的私家車提供優惠過路
費待遇，對單人車輛收費高於
雙人以上的車輛收費。

所以說，堵車之痛，並不是只有北京才有，“美國式堵車”也不
能與“中國式堵車”一概而論。只不過，因地制宜採取應對交通瓶
頸和道路管理軟肋的政策，確確實實是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不可
忽略的問題。

塞車困擾各國都有塞車困擾各國都有
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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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車困擾各國都有塞車困擾各國都有
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 ((上上))

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來說，美
國最讓人表示無奈的不是它的政治，不是它的
稅收，也不是它的“多管閒事”，而是——堵車。
這些讓人不禁唏噓：來到美國，才發現錯怪了北
京~

去年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交通研究所和IN-
RIX 公司通過對美國城市交通道路車輛數量，
車行速度，駕駛人因交通堵塞多花費的上下班
時間，以及耗費的汽油金額做了詳細統計和研
究，調查表明，美國全國最大的100座大城市中，
有95座交通擁堵狀況惡化。

相比於三十年前，美國人花在交通上的時間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由於擁堵，在
高峰時間出行的人平均每年要在
路上多耽擱 42 小時，而在 1982 年
僅為 18 小時。耽誤的時間是過去
的一倍，而在人口不足 50 萬的城
市，這一數字翻了兩番。更怕的是，
在人口過百萬的城市，這一數據更
攀升至至少60小時。

報告預計到 2020 年，全美國的
堵車時間，平均每一位上下班高峰
的通勤者，將從 42 小時增加到 47
小時，而且這個數字還有進一步迅
速擴大的趨勢。

美國《時代》雜誌去年也曾列出
了美國一些堵車最嚴重的城市。其
中華盛頓居然出人意外地成為堵
車最嚴重的城市。居住在華盛頓地
區的人，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的時
間為 82 小時，由於堵車各種消耗
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為1834美元

。
我們粗略地按照一年260天的工作日來算，也

就是說，這些人平均每天得在路上堵車20分鐘。
。。看上去還真是一點也不輸帝都北京呢~

美國時間還真是不值錢哪~~我們來感受一下
2015年最堵城市排行榜前十：
（小時：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時間；金額：每年因
堵車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
1.華盛頓地區：82小時，1834美元
2.洛杉磯地區：80小時，1711美元
3.舊金山地區：78小時，1675元

4.紐約市：74小時，1739元
5.加州聖荷西：67小時，1422元
6.波士頓地區：64小時，1388元
7.西雅圖：63小時，1491元
8.休士頓：61小時，1490元
9.芝加哥：61小時，1445元
10.加州河濱市—聖伯納汀諾市：59小時，1316元

而在USA Today今年出的最新交通報告中，
洛杉磯，舊金山，以及紐約，這類超級大城市，不
負眾望，勇奪前三。。。

造成美國堵車的原因大大小小有諸多，究其
主因，有這麼幾點：

1.美國就業率上升與日益嚴重的堵車有
密切聯繫。美國經濟開始好轉後，就業崗
位大幅增加，這就意味上下班高峰期公路
上出現更多的車流人潮。隨著經濟發展越
來越好，人民的生活質量水
平也會越來越高，汽車的銷
售量因此也會越來越大，擁
堵的問題則一年比一年糟糕
，再好的經濟也並不會在短
期內讓道路壓力好轉。
2.美國幾乎人人都有車，因
此美國公路上的車流量巨大
，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交
通事故的頻發。而每當出現
道路交通事故，或是惡劣天
氣，公路都會臨時封鎖而造
成堵車。特別突出的事件就
是前幾年賓州大雪，一條高
速路堵車甚至長達十幾個小

時。另外，當路遇繁忙收費高速公路，沒有通行
證而需人工繳費時，堵車現象也是隨即而來。
3.美國西部和南部由於發展迅速，堵車現象的增
長其實最為明顯。原先地廣人稀的美國西部和
南部，城市都鋪得很開，住處離市中心很遠，出
門全靠汽車。而地鐵等捷運工具一時又建不起
來，當人口迅速增加時，塞車也就不可避免了。
4.高速公路修路也是導致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
一 般美國的公路修路，都會封閉至少一條的車
道，這就大大限制了汽車的行駛速度和流量。另
外，美國人修路不像中國人那樣加班加點，起早
貪黑。在中國一年能完成 的公路項目，在美國起
碼得花上3到5年。美國的施工更多的是與普通
上班族同步，別人上班，修路工人也上班，別人
下班，修路工人也下班，而且經常施工現場的 臨
時隔離墩也不撤走。(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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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让留学生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何翠萍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公民教育专

业，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她看来，
工作忙碌并不能成为阻碍和家人共度佳节的理
由。

回想起当年留学时的点点滴滴，何翠萍明显
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影响力正逐渐扩
大。何翠萍坦言，在国外读书的那些年，“过
节”是自己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尊重文化传
统，也能让海外学子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今年中秋，何翠萍打算像往常那样，组织亲
友一起烧烤、边吃月饼边赏月，当然还要点灯
笼。“我的两个孩子刚上学，成长期间他们更需
要父母陪伴。”为此，何翠萍辞去工作，专心在
家全职带娃。她表示，不想错过孩子成长过程中
的点滴，也会陪伴他们度过一个个团圆节，“让
他们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你带一道鱼、我带一道虾”

来自江西景德镇陶瓷大学的海归教师龙洲在
韩国汉阳大学留学了 8 年，在韩留学的日子里，

龙洲和不少中国留学生一起过上了充满韩国特
色的中秋节。“韩国的中秋节也是亲朋好友一起
聚餐，虽不吃月饼，但是会制作一种特别的松
糕。”龙洲介绍说。

龙洲表示，今年他会邀请学生来家里一起过
中秋。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龙洲说：“以
前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像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
一定要回家，要和家人一起过。”他顿了顿，继
续说道，“我的不少学生因为中秋假期短无法回
家，我就想着邀请他们到我家来一起过中秋。”

“我们提前说好，每人带一个菜。你带一道
鱼、我带一道虾，我们会很尽兴。”饭桌上，大
家围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近况，交流学业上遇到的
困难，一定会其乐融融。和学生一起过中秋，这
个独特又温馨的过节形式令龙洲期待。

“过节，多陪陪家人”

金婧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在国内几乎都快吃
腻了的月饼，在她留学期间竟然变成了“抢手
货”。

时间回到 2010 年，这是金婧到英国爱丁堡
大学留学后度过的第一个中秋，她和当地的中
国留学生共同举办了一场新学期联欢会。“大家
都是初来乍到，第一次离家那么远，彼此间的距
离就这样拉近了。”金婧说：“出国前，妈妈让我
带了很多月饼，我还以为会没人吃。没想到，大
家都抢着吃这些月饼，一点都没剩下。海外学
子的思乡之情，令月饼变得格外香甜。”

毕业回国以后，金婧几乎每年中秋节都和家
人团聚，今年的中秋也不例外。“我的父母不在

北京，尽管现在手头要忙着做实验、写论文，
但还是要回家陪陪父母。”原来，目前正在北京
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金婧，中秋后将会再次
赴英进修，“明年的中秋可能又要在异国他乡度
过了，所以我想多点时间回家陪父母。”金婧坦
言，过节，多陪陪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体现出我们共同的‘根’”

有人说，现在过节的“节味儿淡了”。金婧
则表示，年幼时盼望着过节时的玩乐，长大后更
看重的是节日的文化价值，节日的吸引力体现在
了更深层次。“小时候的中秋节因为有玩伴和零
食，充满了无限的吸引力。如今过节，我更在意
的是能有时间陪伴家人。”金婧补充说，留学的
经历让她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节日：“在国外过
中秋节，是一种作为中华儿女的身份认同。在这
极具归属感的节日里，我们共同的‘根’就会体
现出来。”2016年，金婧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赴
美。在那年的中秋节，她带着大家一起做月饼，
让身在异乡的中国学子和当地的外国学生都感
受到中秋节的乐趣。

从前，由于通讯手段限制，在中秋佳节，
海外学子无法及时给父母送上祝福与问候；现
在，无论是越洋电话还是视频通话，天涯咫
尺，都能让海外学子跨越时空阻隔，与家人共
度佳节。

无论是当年求学异乡的海外学子，还是现
在学成归来的海归，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
根植于心。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抓住机
会，与自己的亲人尽情团聚吧。

且听海归分享他们的中秋故事

今夜月圆 故乡月明
郭 煜 段易成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国人历来重视传统节日，而中秋又是中国
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着家人团圆、阖家安康。只要有条件，在外忙碌的游子总
要挤出时间，不远千里回到家乡，与亲友欢聚、畅聊里短家长。

经历过中外文化环境，对中秋这一中国传统节日是否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
中秋佳节之际，让我们听一听海归们独具特色的中秋故事。

龙洲龙洲 （（左二站立者左二站立者）） 去年和学生共度中秋去年和学生共度中秋。。

中国货在海外受追捧

如今，5G、人工智能、物联网、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出现不断
刺激新兴消费动能，为手机行业创造新的市场潜力。日前发布的

《2019世界智能移动终端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全球智能手机出
货量在2016年到达顶峰后持续下降，但中国厂商的出货量不断攀
升。在智能手机全产业链，中国已涌现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
企业。

近年来，国产手机出海深受海外消费者和资本的青睐。根据
IDC （国际数据公司） 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华为在欧洲
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达到 25.39%，仅次于三星。而在印度高端手机
市场，一个在国内并不为人熟知的品牌一加手机，也有着令人惊
喜的表现。最新报告显示，受益于一加7系列的出色表现，一加以
43%的市场份额成功超越三星和苹果，成为 2019年第二季度印度
高端智能手机第一名，也是同比增长最快的品牌之一。一加在印
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一直备受青睐，2018年一加自第二季度开始
连续三个季度位居印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第一名，并成为2018全
年印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销量第一的品牌。

此外，OPPO、vivo和小米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也
不断攀升。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国产手机纷纷加快了

拓展海外市场的步伐，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出海更重视“走出去”

专家表示，中国手机品牌出海总体策略应因地制宜，重视
本土化运营，不断朝“卓越品质的创造者”迈进，扩大国际知
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不同市场环境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想要在陌生市场扎根，就
要真正了解这个市场。例如华为在欧洲，为了打开当地知名度，针
对当地人喜爱的体育项目投入大量资源，赞助了德甲多特蒙德等
欧洲球队，签下名人作为代言人，逐渐为欧洲用户所知并开始赢得
他们的认可。

刚刚夺得印度高端市场第一的一加则是通过优化渠道方式和
建立本土团队来完善本土化运营。顺应近年来印度电商高速发展
的趋势，2014年一加携手当地最大的电商平台亚马逊印度进入印
度市场。为了契合当地用户线下消费的习惯，2017年一加在“印
度硅谷”班加罗尔开设了第一家线下体验店，如今一加已在印度
开设了20余家体验店。

此外，一加借助当地大型电子产品连锁商店的影响力，一
加产品在共计 610 多处门店内进行零售。一加的印度团队也从
一开始的 15 人发展到至今 200 人左右，有约 80%的员工来自本

地。一加还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负责新品开发和本地化工作。

与欧美差距逐渐缩小

从“贴牌”到“品牌”，从“制造”到“创造”，从“跟跑”
到部分领域实现“并跑”“领跑”，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在一些方面
与欧美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考验。有专
家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商业市场，市场规模可以降低创
新的门槛，有利于更多创新出现。同时，要坚持在开放中创新，
及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的最新成果。

在海外市场开拓的执行层面，重视本土化运营不可缺少。企
业需要综合考虑本地消费环境、渠道特点、消费者偏好等诸多因
素，因地制宜做出正确的策略，在文化跨度较大的异国市场站稳
脚跟。按照中国手机企业当下的发展势头和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国产手机在全球范围的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迎来更大
的发展。

中国移动终端出海，正如美国媒体所评论的，很多中国公
司现在专注于创造新的尖端产品和品牌，这些公司凭借的是富
有创新性并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想法。

扎根异国市场 重视本土运营

中国品牌手机出海人气高
庞 晟 陈菲扬 段文琪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众多中国手机品牌已“走出去”，大受国际市场追捧。专业市场

调查公司Counterpoint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6亿台，中国智能

手机占比超40%，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近半。中国手机品牌全球热度持续升温，向世界展现

了“中国智造”的魅力。

一加7系列快闪店活动引发印度当地排队热潮。 王简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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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9月12日週四晚在德克薩斯南方大學舉行美國
十大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他們在醫療保健、槍支控制和刑
事司法改革等問題上儘管形成鮮明的對比，但還是讓人們感覺到
到目前為止，民主黨本屆總統選舉缺乏人才，缺乏亮點，沒有任
何人提出吸引選民、有特色的施政綱領，沒有提出戰勝現任總統
特朗普的新策略。誰是贏家？誰還能繼續走下去？以下是對第三
次民主黨總統辯論會的評論。
小贏家

拜登（Joe Biden）：本次辯論的前30分鐘，通常是收視率
最高的時間，拜登繼續參戰，再次證明民主黨沒有核心人物。拜
登本次也有點幸運，他沒有像以前的辯論那樣跌跌撞撞，是迄今
為止整個競選活動中最精彩的時刻，並且能夠炫耀他正義的憤怒
一面。但當拜登炫耀自己負責“腫瘤登月計劃”時，伯尼桑德斯
暗示前副總統要負責人們得癌症，拜登不知所措，也正是自己的
兒子因患癌症去世，博得同情，但大廳觀眾仍不留情面，高呼拜
登下台，拜登無語，直至騷擾平息。隨著辯論的進行，拜登絆倒
了更多，記憶力減退，說話語無倫次，遭到對手嘲笑年齡太大，
以至於最後缺席記者招待會。

卡斯特羅（Julián Castro）: 卡斯特羅的強勁表現可能是當
晚最值得關注的，並且在波動率指數上得分最高。他有點肆無忌
憚地試圖讓拜登的年齡成為一個問題， 他一直在問前副總統是
否“忘記”了幾分鐘前所說的話，而且講話有點醜陋。他對拜登
的非法移民甚至前副總統的即時召回都會適得其反。諷刺拜登完
全擁抱奧巴馬的計劃，八年來，緊跟奧巴馬，“時好時壞” ，
自己沒有任何成績。但也讚美奧巴馬在民主黨中尤其是黑人選民
中仍然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人物。

貝托奧羅克（Beto O'Rourke）：奧羅克是前德克薩斯州國
會議員，在休斯頓的支持率也不低，但還是讓支持者等了好幾個
月才出現在周四晚上，槍支控制是他的主要話題，也是本次的熱
點，因為最近美國各地多次發生槍擊事件。 “好吧，我們打算
帶上你的AR-15 ，摧毀它” 奧羅克承諾，當話題轉向槍支控制
和最近在德克薩斯州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時，觀眾瘋狂了。是
的，奧羅克也得到了他的對手的幫助，包括拜登和伊麗莎白沃倫
，也抽出時間讚美他的槍支管制聲明。儘管如此，對於一個已經

失去選民幾個月的候選人來說，奧羅克還有一個難忘的夜晚。
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卡瑪拉哈里斯的開場白

： “不要說我們不能做，要說我能做（Instead of saying 'no
we can't' ，let's say 'yes we can“） ，這實際上是重複奧巴馬
的競選口號，沒有新意。但是，哈里斯將她的整個開場陳述直接
用於攻擊特朗普，這很聰明，特朗普正面臨罷免。而她的結束
語 ： “現在，特朗普總統，你可以回去看福克斯新聞！” 。整
個大廳裡呈現巨浪般的的掌聲，很可能會在接下來的24小時內
電視重播幾十次。

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特朗普總統過去兩
年多不斷抨擊奧巴馬的政策時，奧巴馬影響力不斷下滑，本次辯
論會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對奧巴馬的讚美，使這位前總統週四重新
回歸。拜登不僅完全接受了奧巴馬擔任總統八年的職務，而且這
位前總統幾乎受到了舞台上所有候選人的稱讚，也給拜登有加分
的嫌疑。畢竟，奧巴馬長期以來是這個國家最受歡迎的民主黨政
治家。
失敗者

楊安澤（Andrew Yang）：楊從這場辯論中沒有提到任何新
鮮事，繼續出醜，沒有一點亮點，估計下次辯論會會淘汰。他繼
續承諾向全國18歲以上的人士提供自由紅利（每月1000美元）
，這是一種噱頭，錢從哪裡來？他也說不清，電視鏡頭直指候選
人Klobuchar譏笑的面容。由於他是亞洲人，因此他說出他了解
很多的醫生，一個亞洲人能了解更多的醫生這種無腦說法依據何
在？非常糟糕，進一步加劇了愚蠢的刻板印象，遭到台下觀眾的
嘲笑。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我們的兒童貧困率幾
乎超過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 佛蒙特州參議員這一經常重複
的一句話是誇大其詞，並且在辯論中經常怒吼，失去理智，這樣
的人品是難於做總統的。世界上有近200個國家，其中許多人陷
入極度貧困，大多數美國人都難以理解。美國的表現仍然好於俄
羅斯，智利，西班牙，印度，土耳其，以色列，哥斯達黎加，巴
西，南非和中國。

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馬薩諸塞州的這位參
議員其實並不差，因為她現在被廣泛認為是拜登最強大的挑戰者
，只是她沒有參與辯論的經驗。這很奇怪，在辯論的第一個小時
，也沒有向主持人提問，沃倫有點消失。但沃倫還需要找到談話
的方式， 特別是考慮到她站在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當她得到問
題時，沃倫很堅強，用一種敘述的方式談論老師和她自己的個人
經歷，但她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式方法。

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這位年齡只有37歲的
South Bend市市長，又是本次民主黨最年輕的總統候選人，星
期四晚上做了一場歷史性的政治首演，他對主持人提出的各種問
題給出了那種聰明、深思熟慮的答案，但並沒有長時間控制舞台
，沒有從政經驗，沒有引起選民的注意。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我們的兒童貧困率幾
乎超過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 佛蒙特州參議員這一經常重複
的一句話是誇大其詞。世界上有近200個國家，其中許多人陷入
極度貧困，大多數美國人都難以理解。美國的表現仍然好於俄羅
斯，智利，西班牙，印度，土耳其，以色列，哥斯達黎加，巴西
，南非和中國。

第三次民主黨總統辯論充滿火藥
桑德斯怒吼 拜登缺席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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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晚上好！我很高興在中國中秋佳節即將來臨之際
，與領區各界朋友見面，共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我對大家的光臨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

今年10月1日，我們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70歲華誕。卡
特前總統專門致信習近平主席，祝賀這一偉大日子。 70年來，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用辛勤
的汗水和無窮的智慧，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偉大建設成就，徹底改
變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歷史面貌，久經磨難的中
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這裡，我想向大家介紹幾個當代中國之“最”。
70年間，中國用最短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

工業化道路，經濟總量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300億美元到2018
年突破13.6萬億美元，增加450多倍，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7.4億貧
困人口擺脫貧困，成為最早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發展中國家。中
國還形成了4億多人的世界最大規模中等收入群體，建成分別覆
蓋超過9億人和13億人的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體系。中國
人均預期壽命已從建國之初的35歲，達到現在的77歲。中國人
民的獲得感、幸福感顯著增強，對未來充滿希望。

放眼世界，中國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為自身發展創造有利條
件，又通過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
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致力於通過談
話協商和平解決國際熱點問題，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
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出資國之一
。 1990年以來累計參加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維和軍事人
員3.9萬餘人次，13名中國軍人犧牲在維和一線。

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堅決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在
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增進各國
民生福祉、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事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連續多
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主
要穩定器和動力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忠實全面地履行
自身義務。 2018年中國關稅總水平已降至7.5%，已接近發達
國家、發達市場對外開放水平。

上述中國之“最”表明我們找到了一個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
道路，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人
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作貢獻，這是中
國共產黨不變的初心，永恆的使命。

當前，中國人民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而不懈奮鬥。我們將堅持以人民為中
心的發展思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
們將始終致力於與世界各國和平相處，並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去
擁抱世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只會越開越大。相信世界
將見證，中國不會構築任何高牆，也不會和任何國家脫鉤。一個
更加開放的中國，將不斷拓展同世界各國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
治理，在更多領域、更高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同各
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今年是中美建交40週年。 40年
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總體向前發展，不僅給兩國帶來巨大的

發展紅利，給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也有力維護了世界的和
平、繁榮與發展。

在我看來，中美關係最重要的成就是使得太平洋兩岸人民從
相互隔絕到相互溝通、相互理解。中美建交以來，兩國人員往來
增加了500多倍，中美雙方平均每天有1.4萬人往返，到太平洋
彼岸生活、就業、學習、旅遊等。兩國現有50對友好省州和
227對友好城市。

中美兩國人民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在這裡，我願分享一個
故事。 2018年秋天，洛達托先生（RobertLodato）在中國新疆
自治區做醫學交流時，遇到當地一位急症患者，洛達托先生當即
為她做手術，挽回了她的生命。這是中美合作與友誼的縮影。洛
達托先生今天也在我們招待會現場，藉此機會，我願再次感謝他
為增進兩國友好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現在請洛達托先生到台上
來。我願藉此機會表達我及總領館對洛達托先生的欽佩之意。

建交40年來，中美兩國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機遇，充分
發揮雙方經濟互補優勢，推動經貿合作實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從單一到多元的跨越，雙方貨物貿易額從來979年的25億美
元，增長到2018年的6335億美元，增長252倍，雙邊服務貿易
額超過1250億美元；雙向直接投資從幾乎為零到累計近1600億
美元。據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為每個美國家庭每年節約800至
1000美元的開支。中美經貿合作推動了兩國各自經濟社會發展
，也帶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經貿關係的
本質是互利共贏。

但令人遺憾的是，去年以來的中美經貿摩擦比雙邊經貿合作
帶來嚴重負面影響。貿易戰不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也不利於
全世界。對於貿易戰，我們的立場是“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
不得不打”。昨天我在Argus甲醇論壇上做了較全面的闡述。總
之，我們始終認為合作是最好的選擇；我們始終主張通過對話協
商解決分歧。

建交40年來，中美關係日益具有全球意義。中美在反恐、
防擴散、朝核、環保、傳染病防治等許多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
開展了廣泛溝通與合作。昨天是9月11日，18年前的那一天對
美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我
們感同身受。事件發生後，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第一時間致
電美國小布什總統，表示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站在一起，旗幟鮮
明地反對恐怖主義，此後兩國在反恐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打擊毒品犯罪領域，今年上半年，針對美方關心的芬太尼問
題，中國政府整類列管芬太尼類物質，彰顯了中方重視美方關切
，積極參與全球毒品治理，維護世界安全穩定的責任與擔當。

中美關係之所以取得上述成就，我認為根本原因是雙方都將
對方的發展為視為機遇，將對方視為朋友或夥伴，而非對手或敵
人。每當雙方都從大局出發，堅持合作的大方向，中美關係就能
獲得發展。正如基辛格博士近日所說，“我有幸見證美中關係四
十年，始終堅信以合作的方式解決雙方存在的重要問題，是美中
兩國對世界和平與進步的共同責任”。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前提。中美
兩國歷史傳統、社會制度、發展階段不同，出現一些分歧和摩擦
是正常的，關鍵是雙方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關切。在台灣等問
題上，美方應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尊重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在涉疆問題上，我們堅決反對美國會參
議院通過所謂“2019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

這裡，我要提一下香港問題。 20多年來，“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切實有效落實。儘管當前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
嚴峻的局面，但我們堅信在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和內地同胞的守
望相助下，任何妄想在香港製造動亂、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和“一
國兩制”的圖謀都注定不會得逞。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
外國政府、國會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繁榮穩
定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有利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

展望未來，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
國家，肩負著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重要責任。雙方應
根據兩國元首確立的方向和原則，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在相互
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拓展合作，共同推
進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惠及世界人民。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美南地區是一塊富饒神奇的土地
，在中美關係上發揮過重要作用。休斯敦是1979年鄧小平同志
訪美時的重要一站，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鄧小平
同志在休斯敦揮舞牛仔帽的一幕已經載入史冊，也深深烙在中美
幾代人的記憶中。

當前，中國與美南各州的務實合作潛力巨大。例如，即使在
經貿摩擦的背景下，中國仍保持得克薩斯、佐治亞、路易斯安那
、亞拉巴馬等州前三大出口市場地位。 2018年中國與領區的貿
易總額達1251億美元。中國企業在領區各州的投資也迅速增長
，截至目前，至少有287家中資企業在美南地區落地，投資總額
超過232億美元。美南地區對華合作是中美關係的不可或缺的重
要組成部分。

到任以來，我還高興地看到，領區各界日益重視了解、學習
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在我抵達休斯敦的第一個週末，我在赫曼公
園遇到一個當地男孩。他主動跟我用中文攀談，他告訴我，他喜
歡中國，希望有一天去中國旅遊，這讓我心裡非常溫暖。這說明
，中美人民的友誼是任何力量都切不斷的，這是兩國關係長期穩
定發展的堅實基礎。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中美關係的發展也離不開廣大僑
胞的艱辛付出和努力。 150年前，大批華工漂洋過海，修建貫通
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為美國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
兩次世界大戰中，不少華裔青年參軍入伍、保衛美國。 1979年
鄧小平先生訪問休斯敦時，不少華協老僑自發組成隊伍歡迎他和
中國代表團。可以說，廣大旅美僑胞不僅為美國的發展作出了重
要貢獻，也是推動中美民間友好的使者！我願藉此機會，向領區
全體華僑華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當前，中美關係正處於重要十字路口，機遇與挑戰並存。作
為第14任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我願和我的同事同美方各界一
道，共同促進領區各界對華交流合作，不斷增進兩國人民了解和
信任。今天我們正式開通總領館微信公眾號，以便更好地踐行外
交為民理念，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合法權益，做好領事服務。總
領館的工作離不開美南地區各界的支持，我願藉此機會對大家過
去給與我們的寶貴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有志者，事竟成”，讓我們一道為中美關係更加美好的明
天而努力。

蔡偉總領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蔡偉總領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70週年週年
暨到任招待會上的講話暨到任招待會上的講話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疯狂的猜想，这

其中，围绕人类并非地球原住民这一概

念的理论可能是最疯狂的。

这些脑洞大开的观点很像科幻电影

的剧本，认为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

，我们的祖先——是从遥远宇宙的另一

个世界来到地球的，并且很可能是作为

囚犯，被流放到一个远离母星的星球上

生活，还有一些理论认为，我们最初的

“宇宙祖先”曾经与尼安德特人结合并

繁衍生息，产生了今天的人类。

热衷于这些稀奇古怪的说法的人士

认为，人类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

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差异，以至于我们不

能称为真正的本土物种。

当然，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些观点是

无稽之谈，但这些观点很有趣，放松下

看看也不错。

（1）什么是监狱行星理论

顾名思义，监狱行星理论和其他类

似的理论推测，人类并不单纯是自然演化

的产物。这里需要澄清的重要一点是，这

些理论并不是说演化不存在或是错误的，

而是说，在人类的共同历史中，某一个时

刻，人类受到了某种外部操纵。

不仅如此，监狱行星理论还提出，

人类实际上是来自外星世界的囚犯的后

代，他们在远古时代被带到地球，继而

繁衍生息。正如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

那样，他们很可能在到达地球后不久就

开始统治这个星球。

尽管大多数人都不认同这一观点，

这只能当作一种猜测，一个有趣的论点

。毕竟，尽管人类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但相比地球上的其他生物还是要先进

得多。

例如，为什么其他动物不会发明，

没有哲学和政治组织，也不会建造机器

来探索世界，甚至探索星空？顺便说一

句，似乎只有人类才对星空如此迷恋，

经常思考太空之外可能存在的东西。也

许这是某种潜意识召唤的信号？

（2）人类饱受持续性的慢性疾病

之苦

监狱星球理论提出，大多数人，甚

至是那些非常健康的

人，都患有慢性“疾

病”，尽管这些疾病

单独看来是微不足道

的。想想看，你最后

一次真正感觉“良好

”是什么时候？没有

任何小病小痛，没有

头痛，没有花粉症，

也没有任何微不足道

的小烦恼，你有过这

样的状态吗？很多烦

恼虽然微不足道，却

似乎困扰着我们每一

个人。

也许我们还应该

看看人类对太阳的反

应，太阳是人类生存

的关键之一。其他许

多动物可以整天待在

阳光下，这对它们的

健康没有影响（一般

而言）。

然而，人类在太

阳底下数小时就会被

晒伤，而长期暴露在

紫外线下有时会导致

多种皮肤癌，我们还

会因阳光而眯起眼睛

。甚至，人类的听觉

频率范围很小，视觉上可见的电磁频谱

也很小，这一事实可能也是人类起源于

地外母星的迹象。

（3）持续的背部疼痛

背部疼痛或许是影响人数最多的

“小毛病”。我们大多数人在一生中某

个时候都会遭受“背伤”。对很多人来

说，这种疼痛是一场断断续续的“好日

子”和“坏日子”不断切换的战斗，要

抵御越来越多的疼痛、痉挛，最糟糕的

是要完全固定背部，而这一区域对人体

的功能至关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据监狱星球理

论支持者的说法，这是因为我们“真正

”的“母星”的重力水平较低。地球上

的重力水平比人类“原本的设计”要高

（考虑到人类的相对身高），正是这种

重力导致了许多人的背部承受这么大的

压力。

尽管这种差别微不足道，但这是表

明地球不是我们天然家园的重要指标之

一，我们扁平的脚部意味着，人类原本

应该比今天的普通人矮得多（相对而言

）。再次提醒下，这只是一种脑洞大开

的观点，并不科学。

（4）人类更适合一天25小时的生

物钟

正如睡眠专家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

，人类的生物钟与一天25小时的生物钟

更协调，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必须适应的

24小时，很多睡眠问题都归咎于此。造

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包括地

球的天然自转速度在人类共同生活在地

球上的这段时间里有了些许下降。

然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人类

“真正的”母星的自转周期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25小时，而我们自身的生物钟仍

然设定在这一水平。由此推测，我们可

能来自太阳系的其他地方，甚至是宇宙

某处，我们将在最后一点分析人类潜在

宇宙祖先的可能起源地。

然而，下一部分将着眼于生命中最

重要的功能——繁殖，以及为什么对人

类来说，这种自然和必需的功能成为了

身体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5）人类分娩会出现许多并发症

分娩对女性的创伤体验是热衷这种

怪异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动物世界

里的分娩不会像人类这样艰难，其他动

物的出生往往很平常，甚至可以说比人

类容易些（由于缺乏更好的说法，这一

点可能过于简化）。

对世界上拥有现代医院和药物的发

达地区的女性来说，分娩很少会是一种

危及生命的经历，但即使在今天，也仍

然存在过多的并发症，使一些不幸的女

性因此失去生命。

当我们回顾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时

代时，分娩造成的死亡更为常见，这似

乎是人类独有的。

你能相信么？也许人类并非起源
于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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