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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91008_4分之1版簡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是當之無
愧的掘金寶地。美國房產具有收益穩健、省時
省力等優勢，在美國買房置業是高淨值人群
的必選項。但是既然是投資，風險就是相對的
，作為投資者一定要小心謹慎。給大家分享幾
條美國房產投資的需知事項，希望對正在為
買房發愁或者擔憂的您有所幫助。

1、該如何對美國房產出價
美國房產的信息是很透明，您看好一處

房產後，經紀人會幫助您做房屋的價格評估，
估算這個房子在最近的市場交易中的現在價
值。

如果賣主的要價高了，經紀人就要幫助
買家殺價。如果要價低于市價，經紀人就要幫
買主趕快搶下。有的時候有多位買主都看上
同一個住宅，為了得到住宅，可能要出比要價
高幾倍的價格才能行。

因此，並不是每一個房屋都要殺價，而是
要看要價的高低。重點是，買家要能正確評估
房屋的價值，當然這需要一位好的經紀人協
助。

2、美國房產出租問題
很多買家擔心房屋無法出租的問題。其

實是多慮了，沒有房子是租不出去的。事實上
，房子能否出租取决于業主的租金是否符合
租賃市場的價格。關鍵在于定價是否符合市
場。

3、投資美國房產需要
考慮兩方面

投資美國房產有兩個
方面需要考慮：一個是租
金回報率；一個是升值的
潛力空間。後者比租金回
報率更重要。

通常，房屋越貴的地
方其租金回報率是比較低
的。比如紐約、舊金山、洛
杉磯等都是房價比較高的
區域，由于這些地區房價
常常攀升，而對應的租金
上漲水平跟不上房價上漲
的幅度，因而其租金回報
率相對比較低。

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地方房屋升值的空
間比其他租金回報率高的地方要大，因為想
要購買此類房屋的人數較多，而買入的數量
越多其房價就越高，這就是供需平衡。所以在
投資時，並不是購買低價格高回報的房屋就
是最好，而是要從兩方面同時考慮。
(取材網路)

投資美國房產先瞭解這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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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房子很便宜，這是留給中國炒房者最深刻的印象
。但實際上，是跟中國的一二線城市相比，美國的房價的確便
宜很多。如果你不去那種地段特別好的富人區，就普通中產
階級而言，房源最多的房子都是20-40萬美金之間，換算成人
民幣就是140-280萬左右，而且買來的是大別墅，外帶後院和
停車庫。

如果你到紐約、舊金山、洛杉磯這些熱門城市，房價中位
數都達到了60萬美元以上，折算成人民幣差不多也就是400
萬。即使在紐約這種大城市，房價也相對比較便宜，目前紐約
的房價通常是43.5萬美元，而美國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7.85
萬美元，房價收入比只有5.5倍。

所以，無論從中國炒房客的眼中，還是從美國家庭房價
收入比來看，美國房子的確不算很貴，而在中國一線城市房

價動輒600萬以上，當地中國家庭年收入是10萬人
民幣，房價收入比高達60倍，這才叫做房價貴得嚇人
，即使動用六個錢包都買不起。美國房子對于當地人
來說，並不算很便宜，只是沒有便宜得太離譜。

可能有人會問，美國的房子普通家庭只要工作
5-6年就可以買房，那美國人為啥不搶著去購買一套
房產呢？這樣可以圓上住房夢啊！首先，在美國沒有
戶籍制度，你每遷移到一個新地方，就能成為了此地
居民，享受當地社會的福利待遇。

而美國人的租房體系非常發達，除了會覺得房
租有點貴外，不會租不到房。健全的租房市場讓美國
人搬家很容易。美國人一向喜歡搬家，哪裏適合自己
，就搬到哪裏去，很多人一生要搬十幾次家。所以，在
美國有近一半家庭是長期租房生活，在美國人的印
象當中，並不是一定要買套房才算圓滿，很少有美國
人喜歡炒房。

再者，美國人房產持有成本比較高。持
有房子必須要繳納1%-3%的房產稅。比如

按照常規價格，一套房子市場評估價格是30萬美元
，一年就要納稅3000美元，而美國人均工資也是
3000-5000美元/月，也就是每年光要繳納房產稅，
就要耗掉普通美國人近一個月的工資。這對于擁有
房產的人來說，房產持有成本還是比較高的，由此
可見房產稅對美國購房需求的“殺傷力”。

最後，很多美國家庭沒錢買房子。雖然，美國的
房子相對于美國人的收入來說還是比較便宜的，但
是真正具備能力買房的美國家庭卻並不多。因為，
美國中產階級幾乎都是月光族，資料顯示，有超過
58%的成年人存款在1000美元以下，而且有三分之
一的人銀行存款沒有一分錢。所以，美國人主要還

是沒錢付住房貸款的首付款。
實際上，美國人超前消費觀念比較強，鑒于目前美國社

會保障體系相對比較完善，美國人每個月的收入基本上都用
來償還信用卡、貸款等其他債務，很多人過著寅吃卯糧的生
活。所以，目前很多美國家庭都是負債生活，真正有存款的人
很少見。試想，很多美國家庭連一分銀行存款都沒有，哪來的
錢來買房呢？

與中國一線城市房價，以及美國當地居民收入相比，美
國的房價的確很便宜。但動輒20-40萬的總房價，也並不每個
家庭都能買得起的。美國人不搶著買房主要是，美國租房體
系發達，美國人又喜歡遷移居住，並不一定要買房。同時，持
有房產的成本較高，普通家庭面對房產稅也比較吃力。更關
鍵的是，美國人民喜歡透支消費，連首付款都存不下來，而拿
不出購房首付款，買不起房也是主要原因
取材網路

美國房價很便宜，為啥美國人不搶著買房？

房地產與其他投資不同：所有權需要時
間和精力來管理，而且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麻
煩。

由于全國房地產市場每周都有新聞，到
處都在談論廉價的止贖、賣空和其他不可思
議的機會和交易，你可能會想，投資房地產是
否適合你。

房地產與其他投資不同：所有權需要時
間和精力來管理，而且可能是一個真正的麻
煩。還記得你的孩子把水從浴缸裏溢出來的

時候嗎？房客
和孩子也這麼
做。而你作為
房東，必須處
理、解决和參
與這個問題，
否則問題就得

不到妥善解决。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成為一
個更大、更昂貴的問題。

即使你有一個房產經理，如果你想把它
變成一種財富積累資產，你最終也必須參與
其中並處理好它。你參與得越少，就越有可能
成為一次有利可圖的經歷。這甚至在你購買
之前就開始了，你要做適當的功課，研究和分
析，以找到適合投資的房產。

房地產適合你嗎？
既然擁有房地產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就

像其他任何工作一樣，你需要捫心自問：我是
否有意願和時間來管理我的財產？如果你是
那種認為不動產很容易賺錢，不用工作的人，
問問周圍的人。漏水、租客問題、鄰居等等，都
是伴隨著租房而來的，而你作為房主，很可能
不得不參與其中。你覺得這有吸引力嗎？

這是正確的財產嗎？
為了找到一個公平的投資，你需要教育

自己什麼是好的交易。太多人買了房產，只希
望它能升值。希望某物升值不是一個很好的
投資策略，也不太可能成功。有經驗的業主甚
至不考慮任何增值，並知道良好的投資支付
正現金流給你每月。而且很多房產都不是很
好的投資——市中心高檔的公寓、海灘別墅、
黃金地段等等。其中一些房產可能在你看到，
或者更可能是你的孫子孫女看到，房產正現
金流的第一分錢之前，幾十年都是負現金流
。

你承擔的風險的回報是否足夠？
公司債券或證券的長期收益率很低，平

均每年4-6%。所以，即使房地產有正的現金

流，1%的投資收益率在一個流動性非常差的
資產中聽起來有吸引力嗎？你需要購買現金
流收益率更好的房產，這比你想像的要難。

計劃是什麼？
如果你打算只擁有3-6年的房地產，那就

跳過它。你從短期所有權中獲得公平回報的
可能性很低。有時候人們會很幸運。但那個幸
運的人很可能不是你。如果你有一個短期的
時間範圍，你很可能會做得更好，通過跳過房
地產所有權。

因此，如果你有興趣在你的投資組合中
加入房地產，你可以做適當的研究，購買好的
現金流物業，管理這些物業，並擁有它們很長
很長的時間。那麼房地產可能是你的投資組
合的一個很好的補充。
（取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諮詢

你應該在投資組合中加入房地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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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大範圍提升店家知名度和影響力，
讓大量潛在客戶主動找到您，
顯著增加您的營業收益。

專業的技術，周到的服務，讓您省心放心！

ELEMENT BOX INC.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地址：10333 Harwin Dr. Ste 350,Houston,TX 77036

　創坊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還在糾結沒有客流量？
讓我們為您排憂解難！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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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選擇海外置業和整個投資
市場的成熟化規模化，中國投資者在投資地區及類型方面的
偏好也正在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近一年，隨著國內各地限購政策的步步升級，投資國內
房產的熱度逐漸降溫。然而，投資海外房產的熱潮卻是一波

高過一波。根據美國房地產經紀
協會（NRA）最新公布的報告顯
示，從2016年4月到2017年3月
，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上，海外買
家的購買總量為 1530億美元，
比2016年的1026億美元增長了
49%，海外買家已經成為美國市
場上一支不可小覷的投資新勢力。其中，中國買家
數量占所有海外買家人數的14%，力壓加拿大買家，
成為投資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最主要海外買家。與此
同時，2017年中國買家所購得的美國個人住宅總價
值已超過317億美元，遠遠超過加拿大買家的190億
美元。

作為美國房地產經紀協會（NRA）的首席經濟
學家，Lawrence Yun分析道：“近幾年，美元對多國
貨幣的匯率走強和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牛市吸引了
眾多的海外投資者，這些投資者相信美國是值得生
活、工作和投資的樂園。”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選擇海外置業和
整個投資市場的成熟化規模化，中國投資者在投資

地區及類型方面的偏好也正在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一、投資區域的多樣化
在信息越來越透明的大環境下，中國的個人投資者也更

趨于理性。區
別于以往專
注于投資在
紐約、加州等
傳統華人移
民地區，投資
者開始把目
光轉向租售
比高，人口及
工作機會增
長快，房產增
值穩定的區
域，從而達到
多樣化配置

海外資產的目標。因此，達拉斯、西雅圖、芝加哥等新華人移
民城市也成為了新的投資熱土。

其中，在住宅市場中，達拉斯憑藉7.35%的租金回報率，
位列全球主要城市租金回報率排行榜第一，洛杉磯則是5.8%
，位列第三，而北上廣的租金回報率僅為1.5%。

二、投資房產類型多樣化
在過去的幾年裏，個人住宅是中國買家的首選海外置業

方式。隨著中國留學生的迅猛增加，更是激發了“以房養學”
等投資需求，父母選擇在孩子讀書的區域附近購置房產，方
便子女居住，同時還能分租出去1-2間房子，實現收益。

同時，2017年美國房地產經紀協會（NRA）的數據顯示，
商業地產已經成為了中國買家的新方向。目前，中國買家占
所有美國商業地產海外買家數量的29%。很多機構大客戶已
經開始了長租公寓、精品酒店、辦公樓、小區開發、土地投資
等多樣化的房地產投資，開發高品質小區投資、長租公寓、精
品酒店等成為了中國投資者眼中的“香餑餑”。依托達拉斯、
洛杉磯當地本身強勁的經濟勢頭和就業增長，大量高素質的
年輕人口遷入這些地區，市場需求非常旺盛，所以中國投資
者也開始青睞這些順應市場發展而產生的新項目。

三、投資收益方式的多樣化
隨著市場的成熟、房產類型的增加，投資收益方式也呈

現多樣化發展。就個人住宅而言，現在不僅能夠通過房屋本
身升值來實現收益，同時，有配套的房屋租賃公司來進行投
資後的統一管理。

另外，不少投資者選擇以跟投的方式來參與商業地產的
股權投資，投資金額從10萬美元起。這種方式也被越來越多
的中國個人投資者接受。同時，還有投資者以參與基金的方
式來投資精品酒店、長租公寓等商業地產項目。因此，整個海
外置業的投資方式也越來越靈活豐富。(取材美房吧)

美國房產投資的新趨勢美國房產投資的新趨勢美國房產投資的新趨勢
三個多樣化三個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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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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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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A （home owners association） ：
社區管理局（屋主協會），美國的新建住
房很多都有社區管理局(HOA)。

歷史上，只有公寓（Condo）或者連排
住房（Town House）會有社區管理局，它
來負責公共地區的管理。由于美國居民更
傾向于獨立住宅（House），近幾十年裏，
建築商儘量在同一塊地上建造更多相似的
獨立住宅，這樣既可以節約成本，又可以
加快銷售。

為了完成這一過程，建築商會成立社
區管理局，逐步把地產所有權轉移給購房
者。社區管理局的作用是制定社區內的各
項規章和管理社區。當地政府一般比較歡
迎社區管理局，因為社區管理局會管理小
區內的各項公共設施，如：小區內的公路
、綠化、垃圾處理和供水供熱管道等。政
府可以從這些地產收取地稅。

當購買社區內的住房時，買方要簽署
合同遵守管理局的各項規章並每個月支付
管理費。投資者在購買投資房產的時候，
需要對所在社區的規章制度有所瞭解，以
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社區管理局和中國的物業管理公司不
一樣，它負責挑選合適的物業管理公司，
有點類似于中國的街道委員會，但是權力
要大很多，其職能有點類似于地區政府，
但又不屬於政府機構。如果屋主違反了某
些規章，它可以強制執行懲罰措施。還可
以在地產上加上扣押權（lien），使得該地
產的出售十分麻煩。這種獨特的職能使得
社區管理局在人們口中毀譽參半。

一、好處

管理局委員是由小區內的業主選舉產
生，代表了該小區的利益，可以指定適宜
的規章維護業主的利益。

通常有社區管理局的小區環境維護的
都不錯，因為管理局詳細地制定了規章，
如：必須保持門前草坪的整潔，維持房屋
外觀整潔，禁止製造噪音。

如果屋主受到鄰居的干擾，他可以向
管理局投訴。這比向政府投訴要簡單有效
得多。管理局還可以集小區之力，建造各
種娛樂設施，只對住戶開放，如：游泳池
，健身房，網球場等。每個住戶不需要花
很多錢，就可以享受到這些福利。管理局
雇傭的物業管理公司，通常效率更高。如
大雪後，小區內街道的雪很快被清理乾淨
，如果等當地政府的話，就需要等很長一
段時間了。有些社區還雇用專門的警察，
所以社區的犯罪率相當低，業戶感到非常
安全。

二、劣處
由于管理局制定了諸多的規定，業主

的各種活動受到了限制，這使得該社區的
住宅相對于沒有社區管理局的住宅有著許
多劣處。

‧雙重費用：
理論上，地方政府向屋主收取地稅，

用來提供各項公共服務。但社區管理局替
代了政府，收取管理費提供公共服務。這
等于業主白白繳納了地稅，也沒有享受到
服務。

‧活動受限：
業主諸多活動受到限制。如：不允許

養大于20磅的寵物，禁止裝衛星天線等。

三、買主的注意事項
在購買有社區管理局的住宅時，除了

住宅本身，買主還要詳細考察管理局的情
況。實際上，管理局的狀況對住宅的價值
有著不小的影響。

‧財政狀況：
通常社區有兩個銀行賬戶。一個叫做

經營賬戶(Operating Account)，用來支付社
區的日常管理，如：剪草、清理路面等；
另一個叫作儲備帳戶（Reserve Account）
，用來支付不太常見的費用，如：管道泄
漏、法律糾紛等。如果過去幾年經營帳戶
一直虧損，或者儲備帳戶的資金很少，這
些意味著社區未來需要從業戶收取更多的
費用來維持運轉。如果社區的財政狀況不
好，銀行也不願意貸款。

‧月管理費（Common Charge）：
管理費反映了社區的運行支出，是業

戶的固定費用。買主要詳細檢查管理費所
包括的服務內容。對于獨立性住宅，通常
會包括公共地區的維護、社區中心的各種
福利設施，有些還包括了電話和網絡。對
于公寓，還會包括提供24小時熱水，供暖
等。由于各個社區提供的服務不一樣，所
以買主很難橫向比較。很多時候，管理費
高是由于社區提供了很多服務，但並不是
每個業戶都需要這些服務，如果業戶不喜
歡游泳，那麼他每個月就相當于替別人出
錢維護游泳池。買家還要注意在過去幾年
裏管理費的增幅，以此可以推斷未來管理
費的漲幅。

‧專用費（Special Assessment）：
專用費是社區為了某一特定的項目而

向業主收取的額外費用。如：社區的地下
管道年久失修，需要一大筆資金更新，這
時社區的一半做法是向銀行申請貸款完成
項目，然後要向業戶收取額外費用來償還

貸款，期限一般是3-5年。

‧規章制度：
買主在購買前要瞭解業主的福利和責

任。如：有些社區不允許把住宅作為商業
用途，對居住人的人數有上限要求，不允
許在社區內養大型狗等。如果發現某些條
款無法遵守，就要放棄購買，避免以後更
大的損失。有些社區要求投資房要多交
20%-50%的管理費，每次更換房客的時候
多要交額外的費用，這些都對投資者的投
資收益率產生影響。

‧社區其他業主的情況：
如果社區內有很多業主不繳納管理費

或者頻臨破產，這就意味著管理局要從其
他人那裏收取更多的費用來維持運營，業
主日後的負擔更重。

‧賣房的規定：
在買房時就要考慮到將來賣出時會遇

到的問題。有些社區要求賣出的房價不能
低于某個值，有些還規定管理局有優先購
買的權利。

四、業主的注意事項
不管是投資還是自住，業主都要積極

的參與到管理局的各項活動中，這對于維
護自身的利益非常重要。通常管理局每個
月或者季度會開一次會，法律規定會議的
內容和決議都要公布給每一個業主。業主
需要仔細閱讀，瞭解當前社區的狀況，一
方面看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維護，另一方
面是看是否有新的規章需要遵守。

每年，管理局會開一次全體業戶的大
會，公布小區的財政狀況和選舉委員。業
主最好要參加，在會上可以提出自己的建
議並選擇符合自己利益的委員。如果有時
間和精力，還可以參加選舉成為委員，制
定規章制度，在維護社區利益的同時，可
以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如果不聞不問的
話，很容易受到損失。(文章來源：美房吧)

關于美國關于美國HOAHOA（（屋主協會屋主協會））美國購房必讀美國購房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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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出offer簽合同後都要先交定金，金額一
般是房款的3%，如果最後沒有成交，定金可能也會打水漂
。不過美國買房簽合同時有10個Contingency條款可以讓
我們免除這種損失定金的風險。

這些Contingency通常都是保護買家的利益，在出現
某些意外情況時，比如貸款沒貸下來，房子檢查出大問題
維修費巨貴，買家不想買了等，可保證買家收回定金，中
止合同。

所謂Contingency，即履行合同的先決條件，若某些
特定條件無法滿足，則雙方可以選擇中止合同、不構成
違約。

1. Appraisal Contingency
如果銀行或房貸公司給房屋的估價（appraisal）低

于成交價格，可能導致貸款額度降低。比如，一套100萬
的房子，原本預計首付20%、貸款80萬，結果銀行給房
子的估價只有90萬，那麼就只能貸72萬，比預計的貸款
少了8萬。

出現這種情況，買賣雙方可以協商降低成交價格，或
者買家可以另外籌措8萬現金來補齊缺口。如果雙方無法
達成一致，買家可以選擇中止合同，並且不構成違約、可
以拿回自己的定金（earnest money）。

2. Financing/Mortgage Contingency
出offer之前通常都要先找房貸公司或銀行做pre-ap-

proval。如果房市火熱、是賣方市場，很多賣家、尤其是
價格很貴的高檔住宅，可能根本不願意接納沒有pre-ap-
proval letter的人看房，懶得浪費時間。

然而，銀行的pre-approval letter並不100%準確，如
果銀行最後實際批准的額度低于預期，或者不管因為什麼
原因拒絕了買家的貸款申請，買家也可以選擇中止合同。

3. Inspection Contingency
買家要求做房屋檢查（home inspection

），若發現問題，買家可以要求賣家修復
、或降價、或以credit 等其他方式補償。如
果雙方無法達成一致，買家可以無責任中
止合同。

美國買房大家通常都會做 inspection，
但也有少數例外情形，比如有些房子已經很
老很破，賣的實際上是那塊地，或者賣家因
為有急用、價格已經定的十分低，不願意再
花額外的時間、精力、或金錢來修葺，那麼
可能會在listing中明確表示sold “as-is”，
意思就是原樣出售，房東不會修葺任何東西
。

最後，如果是搶手的房子，買家為了表
達誠意可能會放棄Inspection Contingency，
讓自己的offer更有競爭力。但是放棄房屋檢
查存在風險，還是建議做房屋檢查。

4. Cost of Repair Contingency
這一條通常附加在 Inspection Contingency 中。如果

是二手房，Inspection多少會發現一些問題，如果維修預
估的費用高于某個數字（比如房價的2%、或高于$50K），
買家可以中止合同。

5. House Sale Contingency
如果你並不是第一次買房，而是想賣掉現在的房子、

然後才有錢買新房，並且二者必須同時進行，那麼你可以
和賣家協商、在offer中增加這個條款，如果在約定日期之
前自己的房子沒賣出去，你可以無責任中止買房合同。

對于賣家來說，這當然是件很麻煩的事情，如果房市
火熱、是賣方市場、賣家手裏有
其他好的offer，很可能不會接受
這樣的安排。

6. Kick-Out Clause
上 面 的 House Sale Contin-

gency保護的是換房的買家，這一
條款則是保護賣家。

假設A現住房子X，他簽了合
同從B手中買房子Y，但是設置了
House Sale Contingency，如果 1
個月之內賣不掉自己的房子X，則
A可以不買B的房子。

賣家B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可以設置一個 Kick-Out Clause，
在和 A 簽訂合同之後繼續讓人看
房，如果有另外的買家C出價，則
B可以給A一段時間考慮（比如說
72小時）。如果B在72小時之內

移除House Sale Contingency，則B還是把房子賣給A，否
則B可以選擇中止合同並把房子賣給C，不構成違約。

7. HOA/Condo Document Contingency
公寓和聯排房屋通常都有 Home Owner Association

(HOA)或類似的管理機構，有些統一規劃的single house
community也有HOA。簽訂合同之後，賣家可能需要向買
家提供相關的文件（HOA Document/Bylaw）。買家看了
這些文件之後可以選擇中止合同。

這一點對于公寓交易來說較為常見：就算Unit本身很
漂亮，但是整棟公寓的財務狀況不佳或管理不善，比如說
維修預算入不敷出，未來HOA費用可能會大漲，那麼買家
大可中止合同。

8. Attorney Approval Contingency
買家選擇由律師檢閱房產相關文件，如上面提到的

HOA/Condo Document/Bylaw，如律師覺得有問題、不同
意交易，那麼買家可中止合同。

9. Approval/Compliance/Survey Contingency
某些房子（如 Co-Ops 公寓）的交易可能需要第三方

批准（如公寓管委會）；如果買家置業有特殊的用途（如
用于經商）、或者房屋最近更改了結構、添加了Driveway
、新漆了外牆、做了Remodeling，買家可能需要確保這些
新的用途、結構、變化等符合 HOA/Bylaw 及該區域的
zoning，沒有違法或違規，才能繼續交易，這些都可以作
為 Contingency。

10. Insurance Contingency
如果房子處于洪水、颶風、地震等自然災害活躍的區

域，買家可能需要確保該房屋買得了保險。如果買不到房
屋保險，則買家可以選擇中止交易。(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房美國買房：：防止你財產受損的防止你財產受損的
1010項項ContingencyContingency條款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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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性教育大對比：成長中繞不開的話題
（來源:美國留學那些事）美國留

學那些事訊，中國人由於幾千年來的
禮儀之教，感情上比較含蓄保守；而西
方人相對來說比較奔放和直接。在對
待青少年性教育方面，尤其是這樣。

那麼，中國家長和西方家長在對
待青少年性教育方面具體有哪些不同
呢？

1、妳長大了就懂啦——來
，我來給妳說說

在中國，如果孩子問到與性有關
的話題，大人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妳
長大了就懂啦”。這是由於中國家長比
較害羞，覺得有關性的話題，不太好意
思跟孩子交流。一般來說，孩子在十一
二歲，隨著自己身體的生長發育和心
理的變化，會有一些困惑。學校在性教
育方面沒有一個系統的教育體系，遇
到問題，性格開朗的孩子就會向家長
求助。

用“妳長大了就懂啦”這一句話就
打發了孩子，並不能解決孩子的問題。
在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孩子勢必
會借助網絡，了解相關問題。這就等於
把孩子推開，讓他自己去冒險——網
上的內容魚龍混雜。

西方的家長，一般會在孩子問到
這個問題的時候說：來，坐下，我來給
妳說說。我曾看過荷蘭一檔青少年節
目：13歲的女兒，在餐桌前突然問父母

“怎麼樣才會懷孕”？父親給女兒解釋
了以後，女兒接著又問“怎樣才會有性
高潮？”母親告訴她，需要提前愛撫、放
松心情等等。女兒竟然接著問父親“妳
是怎麼愛撫媽媽的？”父親楞了一下，
拍拍女兒的頭，憐愛地說：“這個就是
我們的隱私嘍。不過別擔心，妳以後在
實踐中會知道該怎麼做的。”

2、十八歲才可以有性生活
——身體發育成熟+真心喜歡
就可以

經常聽到中國家長說，中學階段
要安心讀書，等妳上大學了，18歲以後
，就可以談戀愛了。言外之意，18歲成
年，成年之後，妳談戀愛也好，發生性
關系也好，作為家長我們能接受了，在
這之前，妳要壓抑自己的欲望。

如果妳問西方的家長，對於孩子
多大可以發生性關系，他們的回答一
般是：14/15歲以後，只要孩子身體發
育成熟了，他們之間是真心喜歡，有什
麼不可以？性生活也是需要經驗的，他
們早一點接觸，就會早一些成熟。當然
，西方家長說的性是發生在年齡相當
的戀愛伴侶之間。他們對成年人和未
成年之間的性是相當鄙視的。

3、妳還付不起責任——妳
要為雙方負起責任

在中國，中學階段“早戀”過的同
學，除了暢飲過淳美愛情的瓊漿以外，
應該也遭受過一些折磨。老師責備的
眼光、父母苦口婆心地開導都曾讓妳
們苦惱。在西方，中學階段有男女朋友
，卻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那說明妳
是一個有魅力的人。孩子可以光明正
大地把對象帶到家裏，也可以一起參
加夏令營，或是結伴去旅行。

如果知道孩子和對象“在一起”了
，中國家長有的談虎色變，有的憂心忡
忡。理由是：孩子還小，還付不起責任，
萬一懷孕了怎麼辦？西方孩子比較願
意與家長交流，當家長知道孩子有對
象以後，就會找機會滲透性生活安全
知識。他們一般第一句話就是：如果妳
打算跟TA發生性行為，首先妳要能為
對方負責，也為妳自己負責。避孕是必
須要做好的工作，但比避孕更重要的，
是防止性疾病的傳播。

4、男孩比女孩安全——男
孩女孩責任均等

我曾聽中國家長說：幸虧我家是
男孩子，要是女孩，這青春期可要愁死
我了。女孩子多操心，擔心夜不歸宿，
擔心懷孕。

西方家長覺得，男孩在性生活方
面完全不比女孩安全。首先，感染性疾
病的機會是均等的；其次，若是女孩意
外懷孕，孩子生下來，男孩一樣要承擔
責任。

造成這一點不同的原因是，在中
國，青少年懷孕以後，基本都采取流產
的方式解決問題。而在西方，一般是鼓
勵把孩子生下來（這一點我個人覺得
實在不妥：相對流產對身體的傷害，早
孕早育對年輕父母精神上的傷害難道
不是更大？）。一來是考慮流產對身體
造成的傷害，二來也是他們所謂的人
權說：即使是剛剛受孕的胚胎，也是一
個生命，也有活下來的權力。

5、安全套是高危物品——
安全套是個好東西

中國的年輕夫婦，若是使用避孕
套，一般會把避孕套妥妥地藏起來，千
萬不能讓孩子看到，好像孩子接觸到
避孕套，就會與異性發生性關系，然後
就會不思進取，沈迷其中。

相對來說，外國家長對待避孕套
很輕松隨便。他們會給孩子講避孕套
的用處，告訴他們，這東西衛生又安全
，實在是個偉大的發明。然後順便告訴
他們應該怎樣選擇、使用這個偉大的
發明。

6、不主動提及
——自然地提起

中國父母很少在孩
子面前主動提及性，看到
電影電視劇裏有大尺度
的接吻或愛愛的鏡頭，也
會裝作扭頭找東西或是
借故走開。西方父母卻是
很自然地繼續觀賞，他們
給孩子傳達一個信息：愛
情和性愛是美好的，不是
羞恥，更不必忌諱。時機
合適的話，他們還會給孩
子講一講，初次愛愛需要
註意些什麼。

7、經常換對象是
“濫交”—分手是很
正常的

在中國，若是一個18
歲的女孩，已經換過四五
個男朋友，基本就會被人
認為“濫交”了。可是在西
方，父母支持孩子戀愛，
也支持孩子分手。他們的
理由是：不合適
就趕快分，何必
委屈自己浪費青
春？在一次次的
戀愛分手中，妳
終將真正了解自
己，妳想要的另
一半是什麼樣的
人。這樣，等到最
終走入婚姻殿堂
的時候，才不至
於牽錯手。

總之，中國
家長對孩子的青
春期性教育主要
是防範式的，大
多以防止相關不
良後果為出發點
，譬如避免青少
年過早地與異性
親密交往以影響
學業；避免青少
年偷食禁果而導
致妊娠、人工流
產和性病、艾滋
病的感染等等。
很多家長只是要
求孩子不能這樣
做，卻很少為孩
子解釋具體的原
因。而西方家長則主要是引導式的，他
們引導孩子了解性、教給他們保護自

己的方法。他們告訴孩子應該怎麼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對於西方家長來說，
對孩子的性教育也是教育中重要的一

塊，絕不比學習成績的重要程度低。
（來自公眾號美國留學那點事 文／沐
兒（簡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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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注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然
而，中國的教育還是停留在一味灌輸注水的層
面，而美國教育卻懂得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思
辨思維以及其他潛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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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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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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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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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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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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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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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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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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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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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帶來的痛楚的機會。
中式教育系統下採用了照相式的考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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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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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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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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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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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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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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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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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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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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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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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留學生感慨中美教育差距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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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解析：中美英中學
教育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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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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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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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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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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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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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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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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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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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頓，Elton 感觸最深的便是除統考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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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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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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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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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高中：應試教育是主要特色
中國的高中不用多說，從早自習開始，到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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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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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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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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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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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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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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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透出燈光，那是畢業班學生打著手電做練習
題……

中美英三國教育大PK，究竟誰勝出?
通過前面三個案例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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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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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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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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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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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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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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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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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與升學只占人生經歷的一小部分，人生
真正開始是在畢業之後。當進入一個新環境，獨
立思考、主動學習、團隊協作的能力就顯得尤其
重要。所以，我們既要看到中國教育注重學生基
礎知識學習的優點，又要借鑒英美教育注重培
養學生獨立思考、多元發展的優點，取長補短，
相互吸取各自好的經驗，使教育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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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國孩子比中國留學生最缺啥能力？（上）

（來源:新浪教育）INSIGHT CHINA迅，去
美國之前應該準備什麼？除了行李，機票，和英
語之外，其實最重要的是讀書！為什麼美國人相
比於中國人會更喜歡讀書呢？這其實跟他們的
文化環境有關。到底讀書對於出國黨來說有什
麼好處？美國人都是用什麼方式讀書的？來看看
逅逅學姐怎麼說。

“不讀書的人，是沒有潛力的”他們會永遠
保持他們固執的想法，不去接受新的思想，他們
無法進步，即使數理化再好也無法補充閱讀的
空缺。

文學大國的我們缺失的卻是閱讀習
慣

亞洲的學生在美國學校裏很牛——尤其是
數理化牛氣沖天。我高中時參加的那些數學比
賽，臺上的獲獎者都是清一色的黃皮膚、黑頭發
，讓我這個站在後面的亞洲人很無地自容。但是
在我的高中裏，幾乎沒有聽說過哪個亞洲學生
文學學得好。

很是搞不懂我們這個以讀書為榮的民族為
什麼現在沒了讀書的習慣，並且喪失了閱讀的
樂趣。我們中的很多人，從小到大就讀課本上那
麼一點點東西，然後就是看看報紙翻翻八卦，這
大概就算是一生的閱讀了吧。

要是問起來還很理直氣壯：“讀書有什麼用
？這些東西電視上都有”、“太忙了，沒時間讀書。
”在我看來，這是因為我們沒有閱讀的習慣。美
國人會利用一切時間來讀書：車上，飛機上，做
家務的間隙，等等。美國人有各種各樣的毛病，
但是熱愛讀書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原來美國才是“非主流的天堂”
美國人讀書是全民性的。從收入很高的家

庭到靠救濟金吃飯的家庭，都有讀書的習慣。在
得梅因，只有非常窮的人才會坐公車，因為每家

都有車。我每天
在坐公車的時
候都會觀察車
上的人，發現大
部分人都拿著
書在讀。

記得是剛
入春的一天下
午，我上車後發
現錢沒帶夠，正
在窘迫時司機
喊 了 一 嗓 子：

“誰有零錢？這
個姑娘忘帶錢
了！”我一轉頭，
發現車裏那些
灰頭土臉的流
浪漢，還有那些
裹著不合身的
大棉袍的大媽
們幾乎同時抬
起頭來——他
們手中基本上

都拿著一本書！馬上，一個拎著大蛇皮袋子的流
浪漢打扮的人放下了手上的書，從口袋裏掏出
了一把硬幣：“來，給妳。”我感激地接過錢，忙說

“謝謝！謝謝！”。他微笑著擺擺手，又坐回去看書
。他看的是一本泛黃了的《聖經》。

我不會忘記那些夏日的下午，在我跳上車，
交完錢後，坐在座位上觀察那些乘客。我看見，
明媚的陽光透過窗外的樹葉，星星點點地在那
線布滿皺紋的老婦人的臉上跳躍，在她們的那
些打開的書頁上舞動。到了該下車的時候，這些
窮苦的老婦人小心地拿出書簽來，夾在書裏面，
然後把書放進她們破舊的包裏。仿佛那一木書
是什麼聖物一樣。

公共汽車是一個小小的社會。這裏只有買
不起車的窮人，還有非常少量的一些不到開車
年齡的學生。得梅因是個小城，所以大家往往都
認識，每次上了車，和熟人打一聲招呼，乘客們
就坐下拿出一本書來看。

不同文化的碰撞
我一直認為這樣做對眼睛不好，但美國人

似乎壓根兒就沒有這種觀念。“莎拉，妳這樣會
把眼睛看壞的。”在我們去體育館打掃衛生的路
上，美國接待家庭裏的妹妹莎拉打開了車後面
的燈，在搖晃的車廂裏借著那一點昏黃的燈光
看書。“誰說的，”莎拉搖頭，“我一直這樣看。”我
不是提倡在車內看書，但是這種抓緊一切時間
讀書的習慣的確令人驚嘆。

當我和我的接待家庭一起在佛羅裏達州的
奶奶家度假的時候，一天晚飯後，奶奶忽然說想
讓我們全家一起玩智力遊戲。我、莎拉還有克裏
斯汀都在房間裏看小說。我們三個人都答應了，
但是沒有一個人動。

後來還是關國媽媽過來勸我們：“奶奶好久
都沒有和我們在一起玩遊戲了，咱們都去玩一

玩吧。”於是，我們三個人沒精打采地走到外頭，
坐在地上開始玩那個遊戲。遊戲實在是無聊，但
我們也不好擾了奶奶的興致，只有繼續玩下去。

忽然，莎拉很氣憤地叫了起來：“放下！把書
放下！”我抬起頭來，看見接待家庭的爸爸正偷
偷地把藏在沙發底下的書拿起來看。“妳們先玩
妳們的唄，到我了我就出牌，”爸爸嬉皮笑臉地
說，“什麼都不耽誤。”“不公平！”克裏斯汀也叫
了起來，“憑什麼就妳看書啊。”這時莎拉氣鼓鼓
地站了起來，走進房間，還把門一摔。

“莎拉！”關國媽媽不滿地叫了一聲。“莎拉
走了，我也不想玩了。”克裏斯汀抓住機會，馬上
站起身來進房間看書。我轉過身來看看關國爸
爸，他已經坐在沙發上在看書了，還把身子轉了
過去，生怕別人又打擾他。美國媽媽無奈地搖了
搖頭，馬上轉過頭來對說：“Gogo，咱們三個人玩
吧。”我只好點了點頭，繼續玩那無聊的遊戲。

我非常佩服妹妹莎拉的一點就是她的讀書
習慣。她幾乎是以每天一本書的速度在讀書。她
是完全離不開書的。每周末她都去圖書館借上
七八本書，一周以後去還，再借新的，她在海灘
上曬太陽的時候戴著墨鏡看書，在超市工作的
時候利用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看書，在課間看，
在等人的時候看。

全家學霸的好友
我的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克裏斯汀娜，來

自一個非常優越且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的家庭。
她的父親斯坦福畢業，她的母親曾經是一名記
者。在她去愛荷華州立大學榮譽學生新生報到
的時候，她的家人把我也帶了去，好讓我更了解
美國的大學。

那天早上，我、克裏斯汀娜和她爸爸坐在教
室裏聽輔導員講解——她的媽媽還在家裏，下
午開車過來。我記得輔導員提到了一本書，並且
希望學生們在暑期看完。克裏斯汀娜的爸爸當
即拿出iPad，上了亞馬遜網站，在一分鐘之內就
把實體書買了下來。他還小聲地對克裏斯汀娜
說：“嘿，發個短信給妳媽媽，告訴她我己經買下
了實體書和電子書，並且己經把電子書發到她
的kindle（亞馬遜網站發行的電子書）上了，所以
她現在就可以看了。”

這種高科技、高效率的閱讀非常令我震驚！
網絡與電子書的普及能夠節省下來多少時間啊
！但是震驚之余，我還是有些不解：這是克裏斯
汀娜的作業，為什麼她的全家都要看呢？她的家
人工作都很忙，他們有時間看嗎？

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問了克裏斯汀娜的媽
媽——傑西卡夫人——這個問題，她一臉驚：

“我們當然要看啊！我們要是不看的話，跟克裏
斯汀娜不就沒話說了嗎？”然後，她故意放低聲
音跟我說：“那樣她就會嫌棄我們這對老夫老妻
不與時俱進了！““嘿！”克裏斯汀娜哈哈大笑，

“我可不會嫌棄妳們的！”
書籍，在關國的家庭中是一架橋梁。每天飯

後，家庭成員就會聚在一起，討論自己正在閱讀
的書籍，從而使家庭成員的關系更加親密。

美國學生的讀書習慣

我的朋友可拉，AP成績幾乎都是滿分，SAT
和ACT的成績也近乎滿分，當我問到她到底是
怎麼學習的時候，她簡單地回答：“就是讀書啊。
”

在美國，想要取得好成績，唯一的方法就是
閱讀。美國人重視批判思考與獨立寫作的能力，
而大量閱讀則是培養這種能力的最好途徑。所
以美國的學校在學生很小的時候就要求學生讀
經典作品，而且是大量地讀。

那麼，我們會不會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
能讀得懂像是《奧德賽》《罪與罰》這樣的作品嗎
？

伊塔洛·卡爾維諾，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作
家之一給出了這樣的解釋：這種青少年的閱讀，
可能（也許同時）具有形成性格的實際作用，原
因是它賦予我們未來的經驗一種形式或形狀，
為這些經驗提供模式，提供處理這些經驗的手
段，比較的措辭，把這些經驗加以歸類的方法，
價值的衡量標準，關的範式：這一切都繼續在我
們身上起作用，哪怕我們已差不多忘記或完全
忘記我們年輕時所讀的那本書。”我們在成熟時
期重讀這本書，我們就會重新發現那些現已構
成我們內部機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盡管我
們已回憶不起它們從哪裏來。這種作品有一種
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會被忘記，卻把種子
留在我們身上……

的確，小時候讀的東西，在長大後可能不記
得細節，但是對於那些還沒有進入社會的青少
年而言，經典以一種震撼人心的方式塑造著孩
子的性格，告訴他們什麼是善與惡，什麼是人性
的矛盾。而這些書，在成年後重讀，能夠獲得更
多更深刻的感受。

Central Academy的日常
吃飯的時候讀書，是 Central Academy學生

的常態。
第一次帶美國的媽媽去Central的時候，正

好是午餐時間。因為Central不是一所完整的高
中，所以沒有食堂，所有人都帶著午餐，在自習
區或者坐在走廊上吃飯。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雖
有打鬧的、踢自動售貨機的孩子，但是大部分人
都坐在沙發上或者地上看書。

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有一群坐在地上的
女孩圍成一個圈，其中的一個正在大聲地朗讀
莎士比亞的戲劇，其他的女孩都在仔細地聽著，
時不時咬一日手裏的三明治。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熱愛讀書，而是
Central有每天讀二十頁書的任務，而且小測試
不斷，我讀《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時候，有一次拖
到周日晚上還有幾百頁沒讀，網上連個好的總
結都找不到，當時急得我直跳腳，後悔這周沒努
力。

但是當我給在美國的其他中國留學(微博)
生打電話時，大家連作業都沒多少，更不用提讀
大部頭的小說了。我感嘆：好學校真的就是不一
樣。而這“好”字，恰恰就體現在閱讀量上。

和美國孩子比中國留學生最缺啥能力？（下）

（來源:新浪教育）接上文

美國高中學歷史的style
當我在美國高中學歷史的時候，曾經不停

地回想在中國高中學到的方法：畫表格，理時間
，編口訣。記憶、記憶、再記憶，但是完全沒有效

果。美國短短的歷史
，課本卻有一千多頁
，老師還打印出大量
的文獻讓我們閱讀。
但是中國幾千年的
悠久歷史，課本就是
那麼薄薄的幾冊，完
全沒有細節，僅僅是
記概念，記定義。

剛開始我怎麼
也讀不進去，後來每
天晚上讀一章，後半
年才算讀得進去了。
可是那麼多東西，根
本就不知道什麼是
重點，而且老師也不
給畫重點。我很苦惱
，於是給我可拉打電
話。她高二的時候選
的 AP 美國歷史，輕
松地拿了滿分。

“可拉，我快死
了！”我一開口就說，“這破歷史怎麼這麼多東西
啊！怎麼一點重點都沒有啊？”她有些不解地回
答：“有了重點那還是歷史嗎？歷史上的每件事
都很重要啊。”

我有些抓狂：“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考

試的重點是什麼？”她不屑地一笑：“哈！妳這個
中國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特功利，但
是我們以前不是這麼學的。”我無力地說，“我真
的快被折磨死了，妳趕快告訴我，妳是怎麼學的
？”“妳把那課本從頭到尾讀一遍唄。”

可拉說，“我就是這麼學的。”“可拉！”我震
驚了，“這書這麼大，一千多頁，起碼有好幾磅，
書都能把我砸死！讀完這書我都有孫子了！”“妳
別急啊，慢慢讀，我有時候也讀不進去，”可拉說
，“我一般就是讀幾個小時，然後下樓做做家務
什麼的。”

我還是不甘心：“難道就沒有別的更好的方
法嗎？就沒有個提綱什麼的能讓我背的嗎？”可
拉有點急了：“妳這人怎麼這個樣子啊！妳不能
這麼學歷史！妳難道不認為那些細節才是歷史
的精華嗎？那些故事非常有意思嗎？妳現在背了
，以後肯定會忘了的，那樣有什麼用呢？歷史是
很有意思的東西！”她說的的確很有道理，但是
對於我而言……

“那妳在AP考試前是怎麼復習的？”我不放
棄，“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嗎？”“有！”可拉說。“什
麼？”我激動了起來。“我把歷史書從頭到尾又讀
了一遍。”

我頓時感覺沒有了希望，只好回到那本厚
厚的大書裏，一點一點地讀起來。可拉的話是對
的，其實我在內心裏也沒有期望她告訴我一條
捷徑，因為那樣的話，可拉就不是可拉了，可拉

就不是那個讀薩特、康德、黑格爾的可拉了。
作為 Central Academy最優秀的學生，作為

連Central Academy的老師們都尊敬的學生，可
拉是有她學習的方法的。而這種方法，就是單純
地閱讀，大量地閱讀。

不閱讀即是野蠻
“不讀書的人，是沒有潛力的”他們會永遠

保持他們固執的想法，不去接受新的思想，他們
無法進步，即使數理化再好也無法補充閱讀的
空缺。

很多人認為美國人笨、智商低、數學差，但
是美國人的情商卻很高。這種高情商，就是通過
大量的閱讀來培養的。所以美國人也許不會編
程序，做軟件，但他們能夠駕馭那些掌握專業技
術知識的人。這和自己有這種能力又有什麼區
別呢？

“美劇之所以強大，”石康說，“那是因為他
們每個編劇都很牛，每個人都在特定領域內有
著深厚的專業知識，組織起來就是一個全而的
專業團隊。而我們甚至對“創作團隊”這個概念
都不理解。”

我認為，在現在的中國義務教育中，應當加
進大部頭名著的閱讀，而非僅僅幾篇節選的閱
讀。這一點臺灣就做得很好。不要被數理化的優
秀蒙蔽了雙眼，讀書才是強國的根本啊。

出國留學讀MBA 美國好還是英國好？

（來源:搜狐教育 | 作者:留學監理服務網）
MBA 是出國留學的同學們申請較多的一

個專業,那麼到底是去英國好,還是去美國好呢?
留學監理網從以下兩個方面為大家做一下比較

，一起來看看!
入學要求：
美國 MBA 申請要求申請者

具有雅思和 GMAT 成績。GMAT
考試不僅考查申請人的語言能力
和數學能力，還要測試其頭腦反
應、邏輯思維和解決實際問題的
能力。美國一流商學院要求申請
者GMAT成績達680分以上。

同時，美國大學還需要申請
者擁有 1-2 年工作經驗；全期修
業時間為2年，不過近年陸續有大
學開設一年期的MBA課程，修業
時間只要12-15個月。

英國 MBA 一般要求申請者
有雅思或托福成績即可，個別需
要GMAT。英國院校開設的MBA
課程，絕大多數為一年全日制課
程，只有個別院校，修課時間稍長
。另外，學生還可以兼讀，但修業
期會較長。

一般而言，英國MBA好的院
校要求學生有5年的工作經驗，次
佳學校也要3年。因此，如果工作

經驗不足，多半學生只能申請到較次的管理院
校。

經濟能力：
美國讀MBA一般需要兩年時間，基本費用

（包括吃、住和學費等）最低要4．4萬美元，而最
高則達到30．79萬美元。MBA的報名費最低為
250美元，最高為700美元,除此之外，還要交書
本費和計算機使用費，最低為1000美元，最高為
5000美元。生活費的開支差別也比較大，這取決
於吃、住的標準，自己獨住和與人合租的花費就
明顯不同。此項花費最低也要2．2萬美元，最高
則可以達到 6．6 萬美元，其中包括交通費 1000
至3000美元。在美國讀書還必須買醫療保險，這
是對外國學生的強制性要求。這項開支最低
1000美元，最高6000美元.比如哈佛大學，僅學
費一項就達5萬多美元。與哈佛齊名的麻省理工
學院略高一些，為5．16萬美元。而去年全美排名
第一的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的費用則略
低於哈佛.

英國的 MBA 一般需要 1 年時間,全部花費
大約是20-30萬,學費一般1萬-1.6萬鎊,生活費
是6000鎊.比如最貴的是LSE,學費是1.6萬鎊生
活費是1萬鎊.其他好學校是倫敦商學院,曼大,
華威,牛津大學都差不多。

另外，在獎學金方面，美國MBA獎學金多
為半獎；英國MBA很少設有獎學金。同學們根
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作出合理選擇吧！

I/房地產專日/雜版/留學教育/190930D 簡下



AA1010美南副刊
星期一       2019年10月7日       Monday, October 7, 2019

最近毕业季听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就

是：

毕业第一份工作，选大公司还是小

公司？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对你真的太太太太太重要了！

到底有多重要呢？

今天的文章将从以下内容给大家做

出解答哦：

什么是好工作？

如何找到好工作？

关于工作的真心建议

要对自己有信心！

选择与专业方向一致的工作还是以

兴趣为导向都不重要，工作和谈恋爱不

一样，是一个理性行为。

工作的本质是让自己具备越来越值

钱的工作能力。

工作根本没有让你更有乐趣、更漂

亮、更健康的义务，一切认为“工作应

该充满乐趣”的念头都是耍流氓。

如果对这一点有异议，没关系，职

场专治各种不服。

玻璃心的小公举需要饮完了这碗暗

黑鸡汤再上场。

正经提醒找工作应该是这样一个决

策过程：

1. 首先要想清楚什么是好工作。

如果要么符合专业，要么符合兴趣的就

是好工作，那世界上就基本不存在离职

、辞职再入职的浪费时间的事了；

2. 了解怎么去做出明智的选择。

什么是好工作？

1. 好工作首先会显著提高你的价值

只有能力不断提高，你的单位工作

时间，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享有有更

好的价格，从而在未来，当你的体力已

经远远不及年轻人的时候，却能过上更

自由的生活。

人生最好是先抑后扬。

奋斗会很累吗？不会比上学累，还

不用交学费。

确立了这个标准，来思考哪些因素

不属于可能提升你价值的：

工作环境好？地段好？美女很多？

工资多一千？上班不打卡？年假多三天

？这些因素就会变得没有价值，不应该

纳入你是否接受这个工作的考虑范畴。

另外一些因素就变得很重要：

带你的老板牛不牛？是不是可以学

习到行业内最专业的工作方法？是不是

能接触到最一流的技术？能不能参与好

项目？有没有牛逼的合作伙伴？是不是

业内最高标准作业？等等……

2. 要改善生活

这是在一家公司长期发展的必要非

充分条件。

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是你的

责任，也是幸福的源泉。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眼界要长远，

不要只看到眼睫毛。

在一家公司还不到一年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正确判断这一点。

如何快速判断，也有捷径：

去看那些兢兢业业工作、业绩又突

出的同事是否在核心岗位上，而那些八

卦的、无所事事的是不是处于边缘化；

业绩突出的人是否随着年限增加获得了

超常规的回报。

如果是这样，这必然是个靠谱的公

司，靠谱的工作。

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跟什么样

的人在一起。

3. 能有助于塑造一个健康积极的

三观

大多数人都曾因为工作怀疑过人生

，如果压抑的感觉持续性不消退，速速

撤离。

一个公司、一份工作存在的意义在

于替人类社会解决了某一个问题。

如果他是一个伟大的公司，那么他

不但解决了问题，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和升级。

而的确有为数不少的工作，根本没

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比如那些恶俗炒作的公关公司（配

合一些短视的公司提高知名度），在街

上发传单的工作（很多大学生在做，我

也做过，一天可以挣几百块），一些靠

吃吃喝喝送送礼维护关系的工作，做了

就会让你怀疑人生的意义。

不管这些是不是正对你的专业，或

者正是你的兴趣，都应该速速放弃。

怎样从那么多选择中，慧眼看到那

份让我们更接近幸福和智慧的好工作呢

？

如何找到好工作？

1. 从第一份工作开始，就学会看

行业大势

大概在五年前的时候，我面临着一

次换工作的机会，当时给我最高Offer

的是一家做电视购物的公司，跟那个主

管聊的也非常投缘。

但是我最终没有去，就是因为我考

虑到电视购物是一个夕阳行业。电视购

物会看的可能就是老头老太太。

中国的确是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

要注意的是，下一波步入老龄化的是我

们这样的人。

我们这样的人还会相信电视购物吗

？

并不会。所以这个行业终究会面临

转型或者升级换代，或者直接被淘汰。

这都非常非常有可能发生。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这家公司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新闻了，最后的新闻停留

在2012年。也许这个公司已经关闭了

。

那我当时的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

从目前来看就是一次对的选择。

2. 要特别关注公司业绩是否在稳

定地提升

上市公司的话，从近几个季度的财

报就能够看出来了；如果是非上市公司

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产品销售情况。

很多同学会认为自己是否升职加薪

，取决于自己跟主管的关系，其实那根

本就不叫个事。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家公司有没有这

个空间给大家升职加薪。

我曾经在一家公司一共呆了一年半

的时间，我是那个部门表现最好的一个

员工。

在这个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得到三次

公司级表扬，但是我加起来的工资涨幅

一共就是五百块钱……

公司、部门、主管，都很认可我，

但其实他没有能力去回报你了，因为整

个公司的业绩是不断在下滑。

当公司业绩下滑的时候，刚执行一

年的很多福利，什么下午茶、年假、不

打卡、调休，全部取消了。

这是亲身经历的事情。

3. 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主管还

想不想奋斗

大家普遍认为的好主管，都是指的

好相处，比如脾气温和，批评都是私下

的，表扬都是当面的那种主管。

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你真的会发

现一个好的主管，用一句大白话讲就是

如果你干得不错，那么这个主管除了给

自己加工资，还能想到也给你加工资，

这就已经是一个好主管了。其他的都是

些细枝末节。

实话讲，这个社会还有不惜得罪你

，也愿意给你指出缺点的主管，甚至以

身先士卒的方式带动你，或者逼迫你成

长，你就珍惜吧。

他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要给你绩

效打个D，会有更专业的HR同学来处

理你。

谁打个工，也不是为了结个怨的。

我曾经有一位人品极佳、修养很高

的主管。他好到能拿出自己的年终奖请

大家出去旅游，能做到这一点的主管真

的是太赞了！

但是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什么？鸟兽

散。

因为当时整个部门的业绩萧条，主

管是文艺青年，却不是职场悍将，最终

部门的蛋糕越做越小，大家在一片兄弟

姐妹情义中真的如同鸟兽散，各寻各的

出路。

两年后，还啥兄弟姐妹，不过是一

段日子，一场不值得写进简历的工作经

历。

关于工作的真心建议

1. 那些已经退休多年、连微信都

不太会用的爸爸妈妈，永远不会帮你做

出好选择

很多同学的孝顺体现在，连找工作

这件事情都要咨询父母。

如果是脱离社会已久的、自己的事

业也没有搞定的那些爸爸妈妈，怎么能

给出正确的方向呢？

如果你妈妈说这个工作好，你就往

另外一个方向选吧。

这个社会是在进步发展的，如果你

跟你妈妈的选择是一样的，你应该也是

站在被中坚社会淘汰的边缘。

2. 永远要找你身边最牛的那个人

去咨询而不是你最信任的

你往往最信任的人比如说闺蜜，同

学，都是因为他们是你最亲近的人，但

最亲近的人，往往是因为你们在同一水

平线上。

差距太大的人很难做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也只能给你一个差不多眼界的选

择。

记住要去找你身边最欣赏、最牛的

那个人帮你提建议，才是正确的。

3. 判断不好的时候看这家公司的

合作伙伴牛不牛

哪怕这个公司你都没有听过名字，

如果他都是跟很牛的公司在合作，你就

选他好了，因为那些很牛的合作伙伴，

都不是傻子，已经帮你考察过了。

要换过很多份工作，才知道考察一

个公司，最核心是行业在不在经济大势

上，老板还有没有奋斗意愿，干好了主

管是不是除了把工资加给自己，还能记

得加给你。

另外就是文艺青年不但不会改变世

界，还常常给世界添乱。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好好工作吧，

你好我好大家好。

要对自己有信心

一个有自律意识、责任心强的人，

到哪里都不会差。

不少同学说自己遇到逆境，不知道

怎么办。

给大家讲个真实感受。很多人都知

道张泉灵从央视离职的新闻吧？

有幸在那一两个月与泉灵姐有较多

的工作接触，给我触动很大。

她除了意料之中的广博知识和活跃

思维，更重要的是她的严谨自律和勤勉

努力。

对所有人温和亲切，对所有事认真

负责，效率惊人，可怕的是每天不止工

作8小时，简直是18小时的节奏，开玩

笑的说这是用生命在转行。

还有其他相处的细节，比如没有助

理，从不迟到（早高峰从南四环赶到东

二环哦），不让别的同事帮她热中午饭

（当时她在忙走不开），这样一个前辈

留给别人的只有敬佩，而且没有人不愿

意为这样的人提供帮助。

即便是碰到什么逆境，我相信具备

这样人品和力量的人，也能逆势而上行

，转危为安，化难为易。

而相反的，也会见到一些工作拖拖

拉拉，应付了事，加班半小时就要甩脸

子，挑三拣四、不求甚解的，再好的工

作也枉然。

正如那句话，你未曾见过一个早起

、勤奋、开朗的人抱怨命运不公，我也

未曾见过一个认真负责、努力好学、心

胸开阔的年轻人，会一直没有机会的。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到底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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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電話：832-500-3228

Houston@johnleeins.com
7001 Corporate Dr., # 201,
Houston,TX 77036

休城新聞

【泉深報導】由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和美國肖邦
國際藝術中心聯合舉辦的《琴動心聲》選秀節目第
一期錄製時間將於2019年12月14日星期六（具
體時間12月初通知)在美南國際電視台演播廳隆重
舉行。節目製作後將在美南國際電視台、Youtube
、Facebook、優酷、《美南日報》、《今日頭條
》等種多國內外媒體播出，成為全球各族裔參與和
關注的國際音樂盛事。參與如此高規格的音樂體驗
活動，會帶給孩子們受益終身的人生經歷。
現在《琴動心聲》選秀節目正接受報名。
報名及演奏視頻郵寄郵箱: kevinliu20040616@ya-
hoo.com
諮詢電話: 832-992-3132(請以短信或郵件形式諮
詢)
具體詳情美南新聞集團會連續報導，請關注近期
《今日頭條》、《美南日報》。
節目宗旨：
音樂無國界，以琴會友，用音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人做朋友。
1. 從普及開始，循循漸進，打造出一台參加人數
多、參與度高的鋼琴選秀節目。
2. 為6-18歲鋼琴愛好者提供一個展示才華、相互
交流的學習機會，通過節目錄製，從中能體驗到學
琴的快樂，而不只是每天枯燥無味的練習。
海選細則：
1 . 以寄送視頻的方式進行海選。
2. 評審導師根據聽看視頻，選出入圍的每一季30
位選手。
3. 入圍選手將走進電視台演播廳現場與數位導師
見面，介紹自己並現場演奏。
4. 當場選出六位隊長，隊長挑選適合自己的隊員
。
組別細則：
1. 以年齡搭配分隊。
2. 每隊選一位隊長，由隊長帶領隊員與其他組PK
。
錄製節目分為：

獨奏、四手聯彈、八手聯彈等，培訓選手們的
團隊配合能力。

目前學習鋼琴的琴童大多都只練一些獨奏作品
，學琴多年，離開老師不會彈琴，不懂該怎樣和別
人配合，無法為喜歡的旋律配左手伴奏。

錄製全程不釆用淘汰制，選手可以通過各種組
合形式爭取更多錄製和公演機會。

錄製現場設有觀眾區域，觀眾及家長做嘉賓參
與《琴動心聲》綜藝節目互動。

了解更多詳情，請觀注近期《今日頭條》、
《美南日報》和美南國際電視台。

《琴動心聲》總策劃吳曉萍簡介
吳曉萍，《琴動心聲》綜藝節目總策劃，導師

， 旅美音樂家。 90年代在美國留學及教授鋼琴長
達十餘年。吳曉萍現任美國肖邦國際藝術中心音樂
總監，中國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美國美南報業
電視傳媒集團音樂總監。

吳曉萍還利用業餘時間創作了50多首小提琴
樂曲和歌曲，她創作的兩首獅愛作品《我相信》、
《獅路》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國際獅子會成立100
週年“龍之夜”晚會上唱響。由她創作詞曲的作品
《大海》、她譜曲的《獅路》榮獲2011年“音樂·
中國杯”全國原創歌曲詞曲金獎；吳曉萍作曲的作
品《大愛無疆》榮獲2012年音樂中國杯全國原創
歌曲詞曲金獎；另外吳曉萍作曲的獅愛作品專輯由
北京音樂家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2013年，吳曉萍
聯合上海交響樂團小提琴首席莫克先生錄製的吳曉
萍音樂作品專輯《傾訴.感動》由中國上海音像出
版公司出版發行。 2019年吳曉萍音樂作品專輯
《大愛無彊》由上海音像出版公司出版發行。

吳曉萍多次被邀請擔任《美國音樂公開賽》、
《公益中國才藝大賽》、《電視藝術新星展播大賽
》、《科曼杯——國際少兒鋼琴大賽》、《第三屆
香港國際鋼琴公開賽》等鋼琴比賽的評委。 2012
年擔任“為了危急中的兒童——樂愛”大型慈善音
樂舞蹈晚會總導演、總策劃；2013年，擔任“為
了未來的盲人調琴師——陽光·希望”大型慈善音
樂會總導演、總策劃......由於她大愛付出，被國際
獅子總會前會長譚榮根先生稱為：“獅愛文化的傳
播者”，被中國獅子聯會稱為“獅愛文化形像大使
” 並榮獲“中國獅子聯會會長獎章”，“國際獅
子總會會長獎章”以及大連首席代表勳章。十二年
以來吳曉萍投身於公益慈善事業，在中國，日本，
美國等國家多次成功舉辦大型公益慈善音樂舞蹈晚
會，用募集的善款購買鋼琴，捐給智障中心，貧困
山區，盲童，等社會上的弱勢群體。

由美國KAWAl鋼琴公司，美國肖邦國際藝術
中心，美國休斯頓大學莫爾音樂學院，美南電視報
業傳媒集團聯合主辦的《美南肖邦國際鋼琴大賽》
己在中美成功舉辦四屆，身為大賽創始人總策劃評
委的吳曉萍女士表示:通過舉辦綜藝節《琴動心聲
》和《美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弘揚中華文化，
為中美音樂學子架起相互學習的橋樑，讓中國的琴
童有機會赴美錄製節目，參賽，特別是盲人和自閉
症琴童，讓他們能和正常琴童一樣，走出國門，用
他們堅韌不拔的精神去帶動更多的殘疾孩子，用他
們的成績告訴世人，只要努力，就沒有實現不了的
夢想。

《琴動心聲》 選秀節目即將在
美南國際電視台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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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麗珊）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國慶
晚宴，於9月28日下午5時起在The Westin Galleria大旅館圓滿
成功舉行，近千來自各界貴賓、政要、代表與華人華僑共襄盛舉
。下午5時晚宴前酒會VIP Reception招待各社團會長、貴賓們
美酒加精美點心享用，大部分與會人士在大廳簽到，交流，並參
加無聲拍賣會，下午6時起，由少林寺文化中心精彩表演 「龍獅
共舞慶國慶」 ，帶來喜慶吉祥的氣氛。張同艷、劉金璐、李彤波
、孫聞四位主持人登場，宣布國慶晚宴正式開始，與會來賓們起
立，奏中美兩國國歌。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首先介紹與會貴賓後，
晚宴楊德清主席致歡迎詞。國慶晚宴主席楊德清談到，值此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中美建交40週年之際，他很榮幸地作
為今晚晚宴的主席，代表中國人活動中心、華助中心和今年國慶
晚宴組委會，對大家的光臨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感謝。過去的
70年是中華歷史上不會尋常的7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
大變化。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倍受列強侵略欺凌的血淚史，使中國
從貧窮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躍
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
世界矚目，國人揚眉。我們歷經
衣衫襤褸卻能製造出原子彈，蹲
著茅坑卻射出長徵火箭和宇宙飛
船，奧運上從零的紀錄到奪得幾
百枚金牌。百姓從溫飽不足到生
活富裕，安居樂業。中國現在在
網上購物、5G通訊、超級計算
機、激光、高鐵、建橋、水電站
、超級水稻、人工智能、火箭發
射、及月球背面登陸等技術方面
屬於世界領先水平。這些成就是
我們所有華人的驕傲，我們應該
好好感恩，珍惜與慶賀。楊德清
主席強調，今年也是中美建交
40週年。 40年前，中國領導人
鄧小平訪問美國，訪問了休斯敦
，頭戴牛仔帽觀看牛仔表演，中美友好關係從此拉開帷幕，兩國
互利互惠，共同發展，人民深受其益。我們身居美國，深感兩國
關係友好的重要，希兩國貿易爭執，盡早結束。兩國一如既往友
好合作，互利共贏。

國慶晚宴上有貴賓致賀詞 ，頒贈賀信，由晚宴主席楊德清
、副主席倪大剛，共同主席劉信旭、沙麗、張玲，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長靳敏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共同接受。領館代表葛明
東僑務處長代表總領事蔡偉致詞：七十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下，中國人民自立更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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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澈底改變了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
積貧積弱的面貌。實現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的偉大飛躍。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的道
路，高舉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以共建 「一帶一路」 為重點
，與各國共享發展成果，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為
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發揮
負責任大國的應有作用。蔡偉總領事強調，中美建交40年來，

取得巨大發展超出所有人的想像
。歷史和現實已充分證明，中美
關係關乎兩國人民的福祉，也關
乎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只能
搞好，不能搞壞。任何人都不應
低估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維護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中
國將堅持和平統一台灣，但絕不
會任由 「台獨」 張狂，反對暴力
，守護法治是目前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的當務之急。蔡總領事說到
，長期以來，大休斯敦地區及美
南僑界積極融入，回饋當地社會
，為美國發展繁榮作出了重要貢
獻。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大家，維
護和促進中美友好也離不開大家

，希望僑胞再接再厲，繼續為此貢獻自身力量。總領館將秉持
「外交為民」 理念，為旅美僑胞，留學生和中企人員，做好事，
辦實事，解難事，努力推進 「海外民生工程」 。

當晚登台的貴賓包括美國國會眾議員Pete Olson的代表張
晶晶女士，美國國會眾議員Al Green,美國國會眾議員希拉傑克
森李的代表羅玲女士，德州眾議員吳元之，Rick Miller,哈里斯郡
第二公署專員Adrian Garcia,德州州長代表陳中，休斯敦市長
Sylvester Turner及新當選的Stafford市議員譚秋晴女士，他們
一一上台致賀詞，希中美邦誼永固，並致贈賀狀。由晚宴主席楊
德清等人代表接受。

當晚介紹2019年傑出中國之友，頒給了休斯敦市長Syl-
vester Turner。對他為增強中美關係發展，促進中美友好所作的
積極努力致以敬意。當晚也頒發了 「中國人活動中心傑出貢獻獎
」 給傑瑞集團北美總裁劉信旭，嘉寶車行總裁徐寧波，美國中國
總商會休斯敦會長崔光磊，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休斯敦總經理趙全
禎，及天慶集團總經理杜昊益等人，由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范
玉新博士，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及晚會共同主

席劉信旭、沙麗、張玲代表頒發。當晚還頒發中國人活動中心,
紐約人壽華裔高中生獎學金。獲獎學生獲得中國人活動中心頒發
的獎勵證書和獎金。他們是張睿璇，唐諝，伍穎霞，徐雨晴，顧
茗峰，週鵬城等6位，他們為高中生，12年級的學生。

晚宴上還安排了有聲拍賣，由鄧潤京、孫鐵漢主持，拍賣中
國國際航空機票二張，由鮑亞群醫師及宋蕾女企業家標得。越棉
寮華裔聯誼會會長翁作華、理事長週滿洪以$1800標得領館捐贈
的磁駱駝，隨後轉贈休斯敦市長特納。竹苑北京烤鴨餐飲集團總
裁褚連卓先生以$4000標得大型古董一件。

當晚精彩的文藝演出，有釋延禪指導的 「少林寺文化中心」
表演的舞龍舞獅；著名歌唱家包京鷹演唱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
中國」 ；閰一修、王麗娜的民樂演奏 「我愛你中國」 並由周潔曉
慧舞蹈學校伴舞；李文一男生獨唱 「我和我的祖國」 及少林寺文
化中心的少林功夫表演等。

晚會展出了 「70年-故鄉的變化」 攝影比賽優秀作品，僑胞
對故土的回憶與思念，和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殷切期待。休斯敦華
人華僑經由國慶活動祝福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

熱烈慶祝國慶熱烈慶祝國慶7070週年國慶晚宴週年國慶晚宴
圓滿成功舉行近千貴賓共襄盛舉圓滿成功舉行近千貴賓共襄盛舉

出席國慶晚宴的全體貴賓登台合影出席國慶晚宴的全體貴賓登台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休斯敦市長休斯敦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獲得獲得 「「傑出中國之友傑出中國之友」」 ，，由中國人活動中由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頒發心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頒發，，總領事蔡偉總領事蔡偉、、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晚宴晚宴
主席楊德清主席楊德清、、副主席倪大剛副主席倪大剛、、共同主席沙麗觀禮共同主席沙麗觀禮。。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董事會主席靳敏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執行長范玉新博士，，副總領事劉紅梅及晚會副總領事劉紅梅及晚會
共同主席劉信旭共同主席劉信旭、、沙麗沙麗、、張玲張玲，，晚宴主席楊德清晚宴主席楊德清、、副主席倪大剛代副主席倪大剛代
表頒發表頒發 「「中國人活動中心傑出貢獻獎中國人活動中心傑出貢獻獎」」 的得獎人的得獎人（（中中））並合影並合影。。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今天咱们要说的老北京“四大羊

”，不是四大红、四大绿、四大土、

四大洋那个系列的四大洋，而是四大

“羊”，咩......会走会叫的那个、羊。

也不是说养羊，您倒是想养呢，城里

头不让。咱们要说的是老北京四家儿

加工羊肉的地方，说白了就是吃羊肉

的地儿，只不过这四家儿对于羊肉的

加工方法不同，风味各异，是各有千

秋。眼下正式寒冬腊月，北京的冬天

虽算不上极寒，那也够瞧的了。这个

月份儿，人们往往要补充热量来抵御

寒冷，但是北京的冬季气候干燥，不

适合热补，而羊肉正是冬季温补的上

上之选，所以老北京的羊肉制品是历

史悠久、丰富多彩。要说加工羊肉的

老字号里，最为知名的有这么四家，

号称老北京羊肉制品四大家，分别是

东来顺的涮羊肉，烤肉季的烤羊肉，

月盛斋的酱羊肉，和白魁老号的烧羊

肉。

东来顺涮羊肉

这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或许、大

概齐、我这么琢磨着、应该是东来顺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三家知名度就低

）。北京“东来顺“创建于清光绪二

十九年，也就是 1903

年，创始人是来自河北

沧州的回民丁德山。开

业之初其实并不是卖涮

羊肉的，起先开的是粥

铺，经营羊肉杂面、贴

饼子、扒糕、豆汁儿和

粥。丁德山是因为家乡

闹饥荒，才带着弟弟来

北京谋生，最初靠推车

拉黄土为生，后来在王

府井东安市场北门摆摊

儿叫卖清真小吃，支起

来个棚子，立铺挂牌，

取名“东来顺粥铺”，

卖粥、豆汁、杂面、馅

饼、羊杂等。

1912 年，袁世凯制

造“北京兵变”，一把

大火把东安市场化为灰

烬，丁德山的东来顺粥

铺也被付之一炬。此后

在友人、广兴木厂张老

板的帮助下，丁德山又

在原铺棚地址盖起几间

瓦房，更名为“东来顺

羊肉馆”，以经营爆、

烤、涮羊肉为主，开始

二次创业。

当年在北京吃涮羊

肉已经比较普遍，但丁

德山走的是“高消费”

路线，在涮羊肉经营上

下了一番功夫：在“选

肉精、刀工细、调料绝

、餐具讲究”这四大特

点上深入开发。

一只整羊仅用后腿

（术语黄瓜条）、羊尾

部（大三岔）和脊背骨

肉（上脑）几个部位，

讲究切出的肉片薄如纸

、勺若浆、齐似线、美

如花，放在盘中呈半透

明状，可见盘上花纹，

秘制调料咸香可口，肉

片儿涮出来嫩而不柴。

京城有歇后语流传：“东来顺的涮肉

——真叫嫩”。

烤肉季的烤羊肉

老北京吃烤肉讲究“南宛北季”

，即南城的烤肉宛，北城的烤肉季。

烤肉季不但名气大，而且这地方太好

了，位于风景如画的什刹海景区，紧

挨着银锭桥，著名的燕京小八景之一

“银锭观山”就是这儿。

烤肉季的原名叫“潞泉居”，因

店主姓季，所以俗称“烤肉季”，创

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也就是1848年

，距今已经有170年了，创办人是京东

通县回民季德彩，他最初在什刹海边

儿上的“荷花市场”摆摊儿卖烤羊肉

，打出了“烤肉季”的布幌子。

由于季家烤肉技术独特，味道鲜

美，顾客品尝之后无不交口称赞，生

意越做越好。经营多年之后，有了积

蓄的季家在什刹海附近买下了一座小

楼，正式开办了"烤肉季"烤肉馆。如今

的烤肉季经营鸡、鸭、鱼、海鲜等各

种美味烧烤，还有清真炒菜和北京烤

鸭等，但是最著名的，还得说传统烤

羊肉。

他们家的烤肉，选料严格，全羊

仅选用上腿和后腿两个部位，切肉也

有独到之处，片薄如纸，且很均匀。

切好之后用酱油、虾油、香油、姜汁

及醋等多种作料兑成卤汁浸渍，然后

放在炙子上、加葱丝用果木炙烤。为

使肉片香嫩可口，在炙烤过程中，还

要不时洒上鸡蛋液，熟后再撒上香菜

段。它的特点是：不膻不柴，含浆滑

美，香醇味厚，久食不腻。

烤肉季有“三绝”，而这第一绝

就是烤羊肉，在特制的炙子上烤熟后

含浆滑美、不腥不膻；第二绝是观景

，近看什刹海及银锭桥，远观西山风

景如画；第三绝是赏荷，北京赏荷花

的地方不少，比如北海、圆明园、莲

花池等，后海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坐

在烤肉季里就能观赏后海满池荷花，

当然必须是夏景天儿。因此，烤肉季

是中外游客领略中华传统美食的重要

所在，也是什刹海风光中独特的一景

。

月盛斋的酱羊肉

羊肉制品四大家，月盛斋历史最

为悠久。月盛斋创办于清乾隆四十年

，也就是1775年，到今天已经有240多

年的历史。月盛斋全名应该叫月盛斋

马家老铺。

马家是世居牛街的回民，名副其

实的老北京，据资料记载，月盛斋创

办人叫马庆瑞。月盛斋的原址不在前

门大街，而是在前门里原户部衙门的

旁边儿。

最初马庆瑞在礼部衙门当临时工

，在礼部的祭祀活动中负责看供桌。

在祭祀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常能得

一些赏赐，马庆瑞就把得到的羊肉拿

回家，吃不完的就挑到街上去卖，后

来发现卖羊肉比领工资来钱快，于是

就从差役们手中廉价买祭祀用过的羊

出售换钱。后来逐渐做起了羊肉生意

，不再去衙门当临时工了。

再后来，马庆瑞从一位御膳房厨

师那里学来了酱羊肉的手艺，开始出

售熟食。没过多久便在户部衙门附近

租了门脸儿，开起了羊肉铺，取名月

盛斋，兼营生熟羊肉。后来马家在原

宫廷配方上加以改进，总结出一套独

特的酱羊肉经验，使得自家产品声名

远播，食客络绎不绝。据《旧京琐记·

市肆》所载：“月盛斋者以售酱羊肉

出名，能装匣远赍，经数月而味不变

。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此斋独

立于中者数十年竟不以公用征收之，

当时官厅犹重民权也。”

白魁老号的烧羊肉

以烧羊肉著称的白魁老号，几乎

与月盛斋是同一时期的老字号，仅比

月盛斋晚了五年。白魁老号开业于清

乾隆四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80年，

最初的字号并不叫“白魁”，而是叫

“东长顺”。

白魁是当时店主的名字，是个回

民，开始时在隆福寺斜对面的小街口

，开了一家羊肉铺，除了卖鲜牛羊肉

外，也卖“熟货”，像什么羊肉、羊

杂碎之类。经营时间长了，店主摸索

出了一套独特的煮制羊肉的方法，同

时还进行了创新，创出了烧羊肉。很

快，外焦里嫩，香酥可口的烧羊肉就

受到了食客们的欢迎。于是，店主索

性将羊肉铺改成了饭馆，字号叫“东

广顺”。

饭馆开业以后，以烧羊肉为主

打，带买各种小吃，没过多久，白

魁做的烧羊肉出了名儿，生意是越

来越好，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道菜鲜

香可口，味道独特；另一方面，与

他地处当年最大、最热闹的庙会

——隆福寺的地理位置有关。东广

顺出名之后，许多食客慕名而来，

人们一提起吃烧羊肉，“去哪儿？

”“白魁的东广顺呀！”就这样，

日子久了，人们干脆把这里称呼为

“白魁”，反而淡忘了“东广顺”

的字号。

后来白家不知为什么得罪了一位

有权有势的王爷，吃了官司，被发配

到了新疆，饭馆就倒给了厨师景福，

景家四代经营白魁老号，之后饭馆再

次易手，其中兴衰，一言难尽，总之

白魁老号烧羊肉的技艺是继承下来了

。白魁老号烧羊肉选料严格，制作精

良，而且方法独特，先要经过吊汤、

紧肉、煮肉、煨肉等环节，熟了以后

再用香油炸制，外表鲜红油亮，食之

油而不腻、不膻不腥，就连羊肉汤都

是味厚色醇，香浓鲜美。

在此基础上，白魁老号还推出了

“全羊席”，即使用烧羊肉的制作方

法加工羊的其它部位，包括头、脖子

、蹄子、肚、肠、肝、肺、心等，只

是头、蹄和蝎子不需要炸制，这些菜

品同时上席，就是著名的“烧全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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