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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季房市旺季比，冬季房
市雖有些冷清，但也有好處。對于
賣家來說，此時市面上房源少，買
家選擇少。對于買家來說，此時看
房的人少，競爭壓力小。在冬季買
賣房屋，對于買家和賣家來說，各
有哪些好處呢？

在冬天，能頂著飛雪看房的
人，多半是急于買房的人。

房屋存量
對于賣家來說，此時市面上

房源稀少，即使再平常不過的房
子，在買家眼裏看都是寶，賣家不
用太擔心房屋賣相。也就是說，受
此時市場供需影響，再普通的房
子，只要是小區需求旺盛，都有可
能賣個好價錢。

對于買家來說，此時不利之
處是市面上房源選擇少，雖有可
能找不到夢想家園，但也是尋找
夢想家園的最佳時機。有些賣家
不急于賣房，為了賣個高價，可能
專門挑選房源稀少的冬季賣房，
可能會有所收穫。

競價戰
對于賣家來說，冬季賣房可

能吸引不到太多買家競爭，也就
是說可能賣不了高價。但如房子
所在小區地理條件優越，需求高，
加上此時市面房源稀少，如碰到
急需買房的人，房子仍可能賣出
好價錢。

對于買家來說，雖說市面上
房源少，但買家也少，競爭自然也
少，可避免惱人的競價戰，避免頭
腦衝動下高價買房。也就是說，此
時冒著嚴寒天氣買房，賣家也稀
罕，極有可能買到夢想家園。

節日氣氛
對于賣家來說，此時節日氣

氛正濃，房子在節日裝飾下，看起
來一片喜氣洋洋，可能調動買家
買房熱情。但要注意，多元文化城
市各個族裔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
，有時過分裝飾，可能並不能吸引
某些特定群體的興趣。

對于買家來說，尤其是自身
也過聖誕節的人，此時買房要謹

慎，不要輕易被房子喜氣洋洋的
節日裝飾所誘惑，要理智分析和
考慮。注意，房子缺陷極有可能被
節日裝飾有意掩飾。

冬季注意事項
對于賣家來說，此時把壁爐

燒起來，暖氣開足一點，讓買家感
覺溫暖和溫馨。同時，注意鏟除車
道上成堆積雪，不要讓買家感覺
車道又長又寬，冬天鏟雪和打理
工作量太大。還要敲掉屋檐上的
冰柱子，讓買家看到好的一面。

對于買家來說，此時看房，能
親眼檢查房子暖氣和壁爐工作是
否正常。看房過程中，注意一下大
雪天的鏟雪和打理工作量。

心理因素
對于賣家來說，此時市面上

房源稀少，買家選擇少，買房可能
會更迫切，此時房子即使再平常
不過，在買家眼裏也是彌足珍貴。
夏季的確有人即使不急于買房，
也會到處看一看別人家的房子，

過過眼癮。而冬季看房買房的人，
多半是真的想買房。不急于買房
的人，多半不會冒著風雪到處看
根本不打算買的房子。

對于買家來說，賣家此時賣房，
多半是出于搬家或其他生活變故等
原因，真的急于賣房，此時利用賣家
迫切賣房心理，很有可能以更優惠
價格和條件拿下房子。

冬季意外收入多
對于賣家來說，買家年底可

能會有一大筆獎金或退稅等意外
收入，愉悅心情下，開價可能更大
方。

對于買家來說，年底可能有
節日獎金或退稅等意外收入，此
時買房可多付些首付。要知道，夏
季可是花錢季節。

總體來說，冬季買賣房屋，賣
家雖要擔心買家看房時，拖泥帶
水的把房子弄髒，買家得頂著風
雪看房，但對于雙方來說，很有可
能是一年中最佳交易的時節。
來源：美國新聞

在北美在北美 冬季買賣房屋是個好時機冬季買賣房屋是個好時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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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一說起地產投資方式，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買
房投資。事實上，房地產投資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首先
房地產投資是個門檻很高的投資品種，需要你有足夠的資產
進行投資。同時，作為一個投資品種，房地產單價高、流動性
差，受市場環境影響較大。一旦市場環境變壞，脫手就很困難
。今天，我們說到的就是一種更為直接的投資方式——地產
信托投資。

本文主要講的是當下美國最賺錢的地產信托，也就是自
助倉儲地產信托，以供您參考。
✔自助倉儲地產信托是什麼？
✔投資自助倉儲地產信托的優點是什麼？
✔怎麼投資自助倉儲地產信托？

1. 什麼是自助倉儲地產信托？
首先我們必須要瞭解地產信托這個概念，在國內這可能

鮮為人知。地產信托公司是指長期持有收租物業並以其作為
主營，每年把所得利潤的絕大部分以分紅的方式返還給股東
的公司。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以地產信托的形式投資不動產，已
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主流趨勢。而且根據美國法案規定，地
產信托公司因其經營模式不用繳納公司所得稅。這一法案使
得資金不足的中小投資者有了參與投資房地產的可能，並且
可以通過投資每年獲取穩定的現金流。

地產信托投資的地產類型多樣，不同類型信托的市場回
報也有很大區別，回報最好的類別是自助倉儲。自助倉儲地
產信托旨在為住宅和客戶提供一個價格合理、易于訪問和安
全的存儲空間。

而且，時代高科技的發展使得自助倉儲的操作更為簡單
方便，更受當下的年輕人歡迎。同時，在過去的十幾年裏，自
助倉儲地產信托一直有著穩定較好的收益，並且受市場波動
小，有著更高的市場價值和更有潛力的發展空間。

2. 投資自助倉儲地產信托的優點有哪些？

01投資回報好
在美國，地產信托公司所得利潤的90%必須要強制分紅

給股東，自助倉儲地產信托已經持續十幾年表現出了良好的
收益狀態，目前的年收益率達到了14%，投資回報高。當然更
多的分紅意味著更少的現金擴張，也就是說，一支信托如果
想要擴張，必須要找到合適的地主，說服其把物業資產轉化
成為OP股份，擴大公司規模。

02承擔風險小
大多數美國家庭選擇通過地產信托

來投資配置物業資產，這種方式比起自己
買房打理出租來說不僅簡單便捷，更重要
的是所承擔的風險更小。也就是公司的全
部 房 產 物 業 由 一 個 UpReit Operating
Partnership合夥公司持有，發起人把自己
擁有的物業置入其中並且轉換為OP的股
份，而有意向的公眾投資人就可以通過買

入交易所公開上市的信托，以一般合夥人的身份投資地產。
此種經營模式不僅可以將人們手上的資產轉化為流動

性更好的證券，而且可以減少閑置，每年獲得分紅，最重要的
是可以隨時變賣套現，而且資產轉變為股份不是直接變現，
套現過程可以不用繳納所得稅。

03受市場影響小
自助倉儲地產信托受市場經濟環境影響小，根據過去的

收益分析，不管是在高通脹還是低通脹環境下，地產信托的
收益率在各種投資類型種都位于前列。在高通脹的情况下，
火熱的市場經濟環境伴隨著更高的物業價格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加息對流動性的影響，低通脹時央行放出的流動性正
好彌補了物業價格的下跌。

04發展前景好
當下的自助倉儲地產信托有著巨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

其一是因為其穩定的收益使得大多數人投資的時候仍以地
產信托為先，而自助倉儲地產信托的高收益和良好的表現更
是吸引了一大批投資者。

其二就是當下科技發展的廣闊前景，自助倉儲模式因其
種種優點已經越來越被當下追趕潮流的年輕人接受，而各種
新技術的應用則讓自助倉儲更富有創造力和生命力。比如當
下的年輕人可以通過手機APP管理自助倉儲，這大大方便了
人們的生活。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有市場就
可以投資。

05透明度高
相對于股票來說，自助倉儲地產信托的

物業較為簡單，財務則變得更加透明，透明
度更高說明安全性更好。雖然因為其經營模
式的強制性，規模擴張的速度可能會比較慢
一點，但這比股票更加適合一般的個人投資
者。

3. 怎麼投資自助倉儲地產信托？
首先，投資地產信托也是有門檻的。公

司經營的不動產至少要達到全部資產的
75%，而且75%以上的收入要來自于租金或
抵押貸款利息收入，也就是說，公司要利用
土地房產租金實現變現過程。

一家優秀的地產信托公司不僅可以穩

定的擴大規模，而且可以應對各種市場風險。但是，在投資過
程中買進的時候一定要分析大市場和該公司過去幾年的收
益率，最好能找到一個發展穩定、收益穩定的地產信托公司。
同時，由于自助倉儲地產信托的種種優點，在投資過程中，你
可以盡可能的選擇自助倉儲地產信托投資。

在投資過程中，你需要注意的主要有兩個方面：

01經營問題
由于地產信托公司的主業大部分集中在某個類別的出

租資產之上，想要轉型絕非易事，一旦行業大環境出了問題，
對于公司來說就是一場打擊甚至是毀滅。當然對于優秀的公
司來說，自然可以安然無恙。

02管理層的道德風險問題
某些地產信托公司是托付給外部公司代為管理的，一些

外部管理公司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可能會利用各種手段，
損害股東的利益。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最賺錢的地產投資方式之一介紹美國最賺錢的地產投資方式之一介紹

自自助倉儲地產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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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在谷歌的搜索結果中尋找低成本貸款的頁面時，很
難從掠奪性貸款中分辨出信譽良好的貸款機構。這些濫用或
不公平做法的貸款機構提供高利率、還款期限過長或過短的
貸款，這些貸款讓貸款機構賺了錢，但讓借款人承擔了一筆
他們可能無力償還的貸款。

發薪日貸款是一種常見的掠奪性貸款，非營利性公共利
益組織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Pew Charitable Trusts)的高級研
究人員亞曆克斯•霍洛維茨(Alex Horowitz)說：“每年約有
1200萬美國人申請發薪日貸款，這些短期高利率貸款會使借
款人陷入債務循環。當消費者有負擔得起的付款時，當他們
有明確的途徑擺脫債務時，他們的日子過得最好。”
知道什麼使貸款變得危險可以防止借款人陷入債務陷阱，以
下是掠奪性貸款的五個跡象。

1. 無信用支票廣告
一些貸款機構在廣告中宣傳不需要信用審查的貸款，這

意味著貸款機構無法獲得借款人的財務歷史信息，也無法衡
量他們償還貸款的能力。Cast financial駐南卡羅萊納州的理
財規劃師布拉德•金斯利(Brad Kingsley)說，掠奪性貸款機
構通常會收取更高的年利率，以補償那些不可避免會拖欠貸
款的借款人。他表示：“如果他們讓獲得貸款變得超級容易，
那就是一個危險信號，一些阻力才是積極的因素。”

2. 關注月供
金斯利說，那些宣傳貸款月供較低而不提及年利率或貸

款期限的貸款人應該引起警惕，貸款人這樣做可能是為了分
散對貸款期限和利率的注意力。由于掠奪性貸款機構提供的
貸款費用和利率都很高，借款人應該像關注月供一樣關注貸
款的全部成本。

3. 極高的利率
消費者權益倡導組織責任借貸中心(Center For Respon-

sible Lending)的研究員查拉•裏奧
斯(Charla Rios)說，貸款的年利率不應
超過36%。根據國家消費者法律中心
201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這一最高利
率已經得到了多個州和聯邦機構的
肯定，因為它給了借款人公平的還款
機會，並鼓勵貸款人提供負擔得起的
貸款。裏奧斯說：“許多發薪日貸款人
收取的APR遠遠高于100%，他們可能
不會在自己的主頁上明確說明這一
點。”

美國消費者法律中心(National
Consumer Law Center)副主任桑德斯
(Lauren Saunders)說：“如果你在該
銀行的網站上找不到年利率範圍，你
應該對與他們做生意保持謹慎。如果

你不得不尋找 APR，那就是一個危險信號。”
www.meifang8.com

4. 還款期限過長或過短
發薪日貸款人通常要求借款人在一兩周內償還貸款。霍

洛維茨說，但有些貸款機構提供小額貸款，平均月供很高，還
款期限過長。這些貸款可能會讓借款人支付比他們最初取出
的金額更多的費用和利息。例如，一筆還款期為18個月、年利
率為300%的1200美元貸款，其月供約為305美元，利息總額
為4,299美元。

5. 一體化的付款要求
掠奪性貸款可能有還款條件，要求一次付款或少量小額

付款，然後一次性付款，也稱為氣球付款。霍洛維茨說，平均
發薪日貸款占借款人工資的
36%。如果借款者沒有那筆收入
就無法生活，他們可能會再借
一筆發薪日貸款來彌補成本。
他說，一個合理的貸款償還計
劃應該以每個月固定的工資份
額為中心，而不是像氣球一樣
膨脹。

6、擺脫一筆掠奪性貸款
擁有掠奪性貸款的借款人

可以嘗試幾種方法來獲得更好
的財務狀况。

再融資貸款：金斯利說，如果
借款人有一定的可靠信用，他
們可能會用另一筆來自信譽良

好貸款人的貸款來償還一筆掠奪性貸款。許多信用合作社為
信用不良的借款人提供低利率。

尋求免費諮詢：裏奧斯說，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地區找到一
個提供免費或廉價法律諮詢的非盈利法律援助辦公室。另一
個選擇可能是找一個信用顧問來幫你確定最好的方法。

聯繫司法部長：裏奧斯說，給你的司法部長寫信不會讓你
擺脫這筆貸款，但會給你留下一個遭遇掠奪性借貸行為的記
錄。如果你是眾多投訴者之一，司法部長辦公室可能會進一
步調查。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不要落入掠奪性的網上貸款陷阱
你需要認清這你需要認清這55個跡象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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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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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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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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售 $735,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僅售$388,000立即入住。

4. Meadows Place, 3房2.5浴, 兩層樓公寓，重新裝修，1794 sqft。僅售$162,000  立即入住。

5. 西北區，3房2浴平房，二車庫，1490 sqft。僅售$145,000，立即入住。

6. Katy North, 近 I-10, Hwy 6. 三房二浴平房, 一公畝大土地, 可養馬, 享受田園生活。   僅售 $329,000。

7. 商業: Katy全新辦公場地，4間獨立辦公室，餐廳，小廚房，廁所具全。立即入住.近10號和99號公路。

8.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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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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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16年裏，我涉足過許多不同類
型的房地產投資，從批發到炒房，擁有多戶住
宅和單戶住宅。在這段時間裏，我見過許多成
功人士從我所謂的對房地產行業一無所知的

“零線”開始，逐漸成長為業內最知名、最有影
響力的人物。就像硬幣一樣，一個故事有兩面
，房地產投資也是如此。不幸的是，通往成功
的道路上也有許多障礙，而冷酷無情的事實
是，更多的人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很大比
例的投資者(根據一些統計數據，高達87%)將
帶著破碎的夢想和抱負離開房地產行業，口
袋裏的錢也少得多，逐漸變成一個前理想主
義投資者的空殼。

通過自己的苦學和觀察行業其他新人的
歷程，我看到了成百上千的房地產投資者來
來去去，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分界線一般歸結
為幾個關鍵點，那些失敗的人往往會忽視，而
那些成功的人則會掌握。我個人經歷過這兩
種情况，我可以告訴你，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
情感上，失敗的一面都不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為什麼有些人會成功而有些人會失敗呢？我
相信這可以歸結為我下面列出的幾件不同的
事情，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每個人
投入的時間和精力，以及他們為了實現目標
而努力的意願。

1、沒有提前制定計劃
失敗的投資者通常會因為錯誤的原因而

自掏腰包。有一段時間，我擁有超過35處的
獨棟房產，這些房產奪走了我大部分的資金。
簡單地說，它們對我來說是錯誤的屬性，這是
圍繞著一個有缺陷的商業模型(坦白地說，可
能是缺乏一個商業模型來證明這個問題)。我
損失了很多錢，被租戶、房地產經紀人、承包
商和賣家占了很多便宜。有一件事會一直留
在我的腦海裏，那就是我不知道該如何解决
我和我家人所面臨的困境。

我學到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避免這些
常見的錯誤，讓你的投資生涯慢慢步入正軌。
你需要制定一個與你的目標一致的行動計劃

，並且知道你需要投資多
少錢。試著記住錯誤是投
資過程的一部分，但是要
能夠識別出它們是什麼，
什麼時候執行，以及如何
避免它們。花時間制定一
個系統的計劃並堅持下去
，如果你試著堅持這些指
導方針，不帶任何情緒，你
就會在通往成功投資組合
的路上走得很好。

2、缺乏耐心不做研究
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就被灌輸

了“龜兔賽跑”的古老故事。有多少次，緩慢而
穩定的進步力量變得迫在眉睫？無論是在健
身房，在學校，還是在你的職業生涯中，穩扎
穩打通常是最重要的。那麼，為什麼我們認為
它與投資不同呢？從長遠來看，一個緩慢、穩
定、有規律的方法會比在最後一分鐘的萬福
瑪利亞游戲走得更遠。期望通過我們的投資
組合獲得一些我們期望的財富，這意味著你
需要在時間、長度和增長方面保持現實的期
望。

3、缺乏毅力和時間
成功不僅需要比我們預期或希望更長的

時間，它還需要大量的鮮血、汗水和淚水。我
曾經想知道為什麼有些人成功而有些人失敗
，為什麼兩個從無到有的人最終會走向完全
相反的成功之路，是努力還是心態？如果他們
在同一時間用同樣的錢開始投資，為什麼有
些人會選擇完全不同的道路呢？他們都可以
免費或付費訪問頂級信息，如大口袋網站、
YouTube、當地房地產集團、Facebook等。

有些人對此更認真嗎？更渴望金錢嗎？這
是一種特定的人格特徵嗎？《今日心理學》將
這種堅持失敗的大部分原因歸咎于我們的大
腦化學，即神經科學研究表明，多巴胺水平越
高，一些人堅持下去的內在動力可能就越強，
而多巴胺水平越低，則會導致其他人會放弃。
這是否意味著有些人天生就能承受成功所必
須的磨難，而有些人卻不能？不管怎樣，我覺
得一開始就有一個清晰的計劃，然後不顧一
切地堅持下去才是對的態度。

4、缺乏支持
當我回想起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總

是被告知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或者成
為任何我想成為的人。有人告訴我是前途無

量的。但是，作為一個成年人，當我說我要開
始投資房地產時，我被告知我會失敗的方式
有很多。人們首先提到的總是負面因素，以及
擁有租賃房產的所有問題，我會有糟糕的租
戶，還有房產問題，甚至會有一般的混亂，等
等。他們會一直繼續下去，我曾經對自己說，
我可以做任何事，成為我想成為的人嗎？

回想起來，我不確定這是否只是代表他
們的消極態度，因為他們可能在我希望成功
的地方失敗了，或者這是他們分享經驗和智
慧的方式。但我確實發現成功和失敗之間的
區別通常不是因為可用的工具，對我來說，這
似乎可以歸結為一個心態問題。你如何思考
决定了你的結果，你從別人那裏得到的想法，
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會影響你對一
個問題的看法。我總是被告知，如果你是與你
相處時間最多的五個人中最聰明或最富有的
人，你可能想要考慮改變你的群體。我提出這
個問題的原因是，你的心態是最終决定你成
敗的因素，不僅是投資，還有你生活的方方面
面。

5、把投資當作愛好，而不是生意
房地產投資者失敗的絕大多數原因是，

他們認為擁有租賃房產不是一項生意，更多
的是一種愛好。事實上，大多數人在購買房產
之前都沒有做必要的工作，您需要設置並建
立明確定義的目標，創建實現這些特定目標
的策略，然後定義成功運行業務所需的數量。
商業的定義是沒有你的商業盈利企業，如果
你不能離開你的公司，在一段時間後再回來，
讓它在沒有你的情况下繼續運行，你就沒有
公司，你只有工作。

這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而且肯定需
要一個巨大的思維轉變。一個企業要想成功，
它需要有一個最終目標，一個最終的目的地。
你必須記住，無論你擁有一處房產還是50處
房產，它仍然是一項生意，無論業務的大小，
都得有策略、過程和結構。你們有需要遵守的
法律，讓眾多的政府機構確保你們可以這樣
做。

房東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經常被忽視
的挑戰)是，所有這些管理機構都把你當作一
家企業。美國國稅局、公平住房、房產法、地方
州和聯邦法律都保護租客。許多其他管理機
構都希望你作為房東來經營你的租賃物業，
不幸的是，一個不瞭解自己在經營生意的人
通常是房東。這就是為什麼每年有三分之一
的房東會遭遇某種形式的訴訟。在與投資者
聊天時，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在經歷了某

種災難之後(例如，一個糟糕的租戶遷出，導
致他們的房產受損)，大家一致認為問題源于
不正確的程序。這可能不是對租戶進行背景
調查，沒有關于租戶選擇的政策，或者沒有執
行租賃協議的規則。實際上，他們沒有正確地
運行他們的業務，不幸的是，這可能是一個代
價高昂的錯誤。總之，要瞭解大局。

大多數新投資者會購買租賃物業，並認
為他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找到答案。對我來
說，這和說“我想我今天要自己拔一顆牙，如
果不順利的話，下次我可能會請牙醫來做”是
一樣的。作為企業家，我發現一件事，那就是
我們不害怕努力工作，當然我們也不害怕自
己去解决問題。而挑戰在于，當你擁有一處出
租房產時，你的房產裏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人，
你有法律義務確保你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可
靠的生活環境。恐懼會導致我們不采取行動，
而過度分析會導致行動的延遲。我認為，缺乏
清晰的思路可能是缺乏行動的更大原因，並
最終導致失敗。

6、注意你的情緒
記住，擁有一處出租房產純粹是一個數

學問題，雖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我們應
該儘量不帶感情。當我們擁有租賃物業時，最
大的挑戰是我們住在房子或類似的空間裏，
很難想像我們住的房子是一個非情感對象和
純粹的數字。當涉及到投資房地產時，你需要
有能力關閉大腦的情感部分，以更務實、更數
學的方式思考，並更具有商業頭腦，這是你成
功的唯一途徑。

理解這個過程的一部分就是理解利用他
人、團隊和保護自己時間能力的力量。我讀過
很多書，但沒有哪本書告訴我成功的唯一途
徑是全靠自己，我相信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
者關鍵是調整你如何獲得月複一月、年復一
年的回報，並產生你最初寫在電子表格上的
那些數字所承諾的收入和現金流。在房地產
行業取得成功的關鍵是要明白，你不需要知
道所有的事情，但你需要讓那些知道的人就
位。

這不是你每時每刻都做對每件事並得到
所有答案的問題。這是一個團隊做一致工作
的問題，它使你在法律的範圍內工作，也使你
的業務運行過程、程序和結構能夠順利進行
的保障。把你租的房子想像成任何其他生意，
根據數字而不是情緒來做决定。相信但要核
實你生意中的每一件事，並始終確保你的决
定讓你離目標更近，而不是更遠。
（取材美房吧，meifang8kefu）

新投資者要想在房地產領域獲得成功
就必須避免一些陷阱就必須避免一些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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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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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討論如何為你的租賃物業找到最好的租戶。那麼
，什麼是優質的租戶呢？這是第一個問題，在我談到尋找優秀
租戶的三個步驟之前，讓我們談談什麼是優秀的租戶。

1、 什麼樣的人適合租房子
好的租客是那些按時支付租金，能夠照顧好房子(意思是

保持房子乾淨)，不在房子裏囤積東西的人。他們會好好布置
房子，也許他們有一個小花園，他們把它當作一個家。一個好
的租客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和周圍的人成為好鄰居。如果你
有一個小的多戶住宅，一個好的租客不是那些每周五晚上都
有聚會或者有很多朋友來的人。優秀的租客不會製造很多噪
音，也不會打擾鄰居們安靜的享受生活。

所以，一個好的租客應該做到以下三點：按時交房租，把
房子當自己的家，尊重鄰居。

2、如何找到好的租戶
這裏的問題是，你如何找到更多這樣的人？我給你們三

個步驟，我們做房東已經14年了，我自己做過很多事情，我們
也有第三方物業管理公司來管理我們的房產。這是我發現的
超級成功的三個步驟，讓你能夠獲得很好的租戶。

（1）確保他們掙的錢足夠付你的房租
現在，我要講的很多內容並不適用于任何類型的補貼或

類似補貼的人，我們來談談他們會賺多少錢。如果他們靠補
貼生活，那也沒關係，我有幾個很棒的租客參加了某種補貼
項目，但是你可以繼續進行其他兩個步驟。如果你有一個沒
有補貼的租戶，那麼這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想看看他們
賺了多少錢，這聽起來很簡單，但是您需要驗證它，不要忽視
這個過程，不要改變你的條件。

你要通過查看他們的工資單來查看他們每月的收入，不
要讓他們告訴你他們掙多少錢，用工資單確認一下。有些人
拿不到工資單，他們會收到老闆的短信，然後，給他們的老闆
打電話確認一下。我發現對我們來說最好的房客能賺三倍的
租金，這取决于你，如果你非常嚴格，你可以要求三倍的租金
。這可以是他們繳納所得稅後的淨收入，也可以是他們繳納
所得稅前的總收入。我們使用總收入，所以，如果租金是每月
1000美元，這意味著租客稅前要賺3000美元。

這是有原因的，除了房租，還有其他生活費用，你還得付
雜費，你得付車款，你得給那輛車加油，你需要有能力做其他
的事情，比如為你的朋友和孩子買聖誕禮物，以及一些輔助
費用。如果有人的收入僅略高于你的租金，或者僅僅是租金

的兩倍或2.5倍，那麼可能會因為其他原因
而出現阻礙，如果他們的車壞了怎麼辦？萬
一有什麼意外的開支出現，比如去急診室？
這將削弱他們支付你房租的能力。所以，你
要確保他們有足夠的收入來支付幾倍的房
租，我們不會在這個標準上妥協。

（2）衡量他們支付其他財務義務的情
况

他們是否按時向公用事業公司付款？他
們付的是有線電視費還是手機費？他們按時
付車款了嗎？你很容易判斷他們是否及時還
款的方法是，不僅僅是拿到一份他們的信用
記錄，而是拿到一份完整的信用報告，並進
行審查，你需要看看信用報告。

假設我們看到租戶有按時支付水電費的問題，這意味著
他們願意放弃他們的生活費用來換取其他可能出現的東西。
還有什麼是生活費？那就是房租。人們往往把生活費胡亂記
在腦子裏，其實他們的水電費和房租，這些是同樣重要的。其
他的東西，比如有線電視和手機，也是我們關注的其他生活
費用。還有汽車被收回之類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們不能按時
償還汽車貸款。

您可以查看信用評分並為其設置一個標準閾值，對我們
來說，這取决于我們所處的市場。有些市場信用評分上限是
650分，其他市場是580分，所以這取决于市場，您需要確定
您的市場實際信用評分閾值是多少。但我看到很多房東在信
用評分的門檻前止步，你需要超越它，並審查一個實際的信
用報告，一行一行地看過去，看看是什麼拉低了他們的信用
評分。

是因為他們多年前就有了醫療方面的顧慮嗎？是不是因
為他們錯過了學生貸款的一些付款，現在他們已經還清了？
還是因為他們欠當地公用事業公司幾千美元？你知道的，這
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于他們按時支付賬單的能力來說，最後一件事，是你
要回顧他們是否有任何房東索賠(也就是房東-房客索賠)。如
果房東之前因為他們沒有付房租而把他們告上法庭，那麼你
可以和我們一樣有一個標準。如果他們被驅逐，我們的標準
是在過去三年內他們不能被驅逐。現在，我們知道人們在成
長，我已經不是幾年前的我了。所以，也許在過去的幾年裏，
他們已經成長了，經濟上也更加穩健了。但是，如果你有一個
懸而未决的驅逐顧慮，我們已經有這樣的人申請我們的房產

，他們目前正處在被驅逐的時刻，所以他們的申請我
顯然不能接受。如果讓我正處在他們想要解决的事情
當中，我們肯定不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一些房東在這方面非常嚴格，只挑選從來沒有被
驅逐過的房客。但是我們想說，在過去的三到五年內，
如果我們沒有看到他們，那麼我們會認為那是可以的
，因為這是我能判斷的，看看他們多麼善于處理自己
的財務問題。

（3）確定與哪些潛在租戶進行交互
第三步是决定他們的鄰居有多好，以及他們是否

尊重這些房產，他們會把房產當成自己的家嗎？有句
諺語說，你是和你一起出去玩的五個人的平均值，或

者你是你整個社交網絡的平均值。這是一個個人的記號，也
就是說，所有和你在一起的人，都會對你產生影響。

個性和習慣是會傳染的，你的人際網絡往往會給你帶來
一些個性和習慣，你也喜歡把這些東西轉置到別人身上。所
以，如果你的房客和那些不友好的人在一起，他們可能就有
壞的財務習慣；如果你的房客生活在一個標準的環境中，你
會願意讓他們住在你的房子裏，他們很可能會善待你的房子
。也就是說，那些有好習慣的人，那些把房產當做家的人，可
能會和那些把房產當做家的人一起出去玩，因為生活的規則
，習慣是會傳染的。所以，判斷一個人的人際關係的方法就是
從他們那裏獲得參考。

這是很多房東容易忽視的一件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
認為徵求別人的意見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給他們的網絡中的
某個人打電話，給他們的老闆打電話，從他們那裏得到一個
綱要，或者讓你的物業經理做一個快速的背景調查。

另一個很好的背景調查是，如果有人從我們的租戶那裏
得到推薦，我就會查看那個租戶是否是我想要的人。如果我
的租客在外面有一個花園，而且他們的房子非常乾淨，而且
是我們房子的杰出租客，他們會給我們一個推薦，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很大的加分項，因為這個人可能有很多和他們一樣
的習慣，現在的租戶在某種程度上會為他們擔保。

但是，如果我收到了一個房客的推薦信，他是一個大的
儲物狂，總是晚交房租，而且有很多吵鬧、瘋狂的聚會，我必
須不斷地與這些人打交道，不斷地訓斥他們，那麼，我可能不
想要那個推薦信。

3、總結
總而言之，選擇最佳租戶的三個步驟是衡量他們支付租

金的經濟能力(三倍或更多的租金作為收入)；通過對他們的
信用報告(不僅僅是他們的信用評分)進行嚴格的審查，來評
估他們支付財務義務的能力；確保他們是你的好鄰居，對待
你的房產就像對待自己的家一樣，通過你的租戶或他們給你
的其他推薦來檢查他們的網絡交互。

你做了這三件事，你就會擁有一個人們視為家的房產。
這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是，如果你一遍又一遍地制定標
準和規則，你就會慢慢地提高你的租戶基礎，並在財務上提
高你的房產質量。能夠讓自己擁有一個偉大的利潤周！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如何為您的租賃物業找到最好的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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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另一面 美國：快樂
背後競爭無處不在

近年來，隨著國外教育信息
渠道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多的
中國家長似乎覺得“國外的月
亮”更圓——發達國家的教育
公平又高質，發達國家的學生
和家長沒有學業之憂，學生能
夠快樂、輕鬆地進入大學，成為
社會精英。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從學生
到學校，從區域到國家，世界各
國都存在考核與競爭，發達國
家也不例外。例如，美國的公立
學校有打分和排名，家長也要
面臨擇校和搬遷的問題；日本
的學生要在節假日趕往補習班
，以保證優秀的學業成績；英國
各類學校存在著“價格”和“質
量”的差異與競爭，少數重點學
校也有嚴苛的入學要求。

本版邀請對發達國家教育有
親身體驗或深度研究的學者和

專家，解析他們親歷與觀察的
國外教育，從不同角度還原發
達國家的教育真相。

美國：快樂背後競爭無處不
在

提起美國基礎教育的特點，
很多國人的第一反應是學生沒
有課業之憂，家長沒有擇校之
虞，其實並不儘然。在美國生活
幾年，就會發現很多與原來的
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教育現象
。
擇校並非個別現象

由於美國實行就近入學政策
，擇校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選
擇社區。

購買自己的住房之前，美國
家長，特別是亞裔美籍家長，會
很用心地選擇即將居住的社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就是社區是否擁有高質量的中

小學。具體而言，美國的家長在
選擇新居前，會關注提供中小
學教育質量信息的網站，上面
列有對各州中小學教育質量做
出的滿分為 10 分的評價等級，
並以此作為擇校的參考依據。
一般來說，擁有好學校的社區
房產價格遠遠高於平均房產價
格，但不妨礙學生家長趨之若
鶩。選擇社區在某種程度上來
說就是擇校。

眾所周知，教育經費對於學
校的質量來說至關重要，充足
的教育經費意味著精良的教學
設施和優秀的教師隊伍。美國
私立學校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學
生的學費、私人捐贈以及基金
會資助，而公立學校的經費來
源則主要是各級政府的撥款。
按照美國的教育經費分擔辦法
，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經

費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社區的稅
收，所以，居民納稅多的社區的
學校就能夠獲得比其他學校更
多的教育資源，從而保證學校
擁有更高的教育質量。

一般來說，好的社區擁有好
的治安條件，多數居民有較高
的收入，繳納高額稅收；高額稅
收為當地學校提供了充足的經
費，使學校能夠聘請高質量的
師資並提供高水平的教學設施
，從而保證學校較高的教育質
量；反過來，高質量的學校又吸
引更多高收入人群來社區定居
，從而增加了稅收的數量，形成
了經費與質量之間的良性循環
。

快樂教育只是局部表像
掩蓋了很多家庭為孩子

擁有光明前途付出大量時間、
精力和金錢的事實。

美國的確存在很多
隨遇而安的學生，在校
平均成績（GPA，是美國
學生在校的平均成績，
滿分為 4 分，如果學生
選修難度係數大的課程
並通過考試，也會得到
4 分以上的成績）從來
沒有超過 3 分，高中畢
業之後或選擇上社區大
學，或選擇直接工作，毫
無壓力輕輕鬆松地過日
子。據筆者觀察，這部分
學生中，父母沒有受過
高等教育的西班牙裔學
生占絕大多數。但是大
部分美國學生，特別是
亞裔美國學生，完全是
另一種狀態。

進入以常春藤大學
（簡稱“藤校”）為代表的
美國一流大學是眾多有
志學子走向成功的第一
步。熟悉美國大學招生
情況的人都知道，學業
成績並不是這些一流大
學招生的唯一標準，學
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是

增加被錄取砝碼的重要因素。
因此，為了能夠進入心儀的大
學，美國學生積極參加各種競
賽和社會公益活動，接受各種
特長訓練和培養，以增強自己
在申請大學時的競爭能力。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一流大
學的招生要求也對美國基礎教
育階段，特別是初中和高中階
段的學生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
。

美國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方
式很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參加學校裡的興趣
小組或運動隊，如國際象棋小
組，學校籃球隊等。

第二種是個人聘請教練或導
師來提高孩子的特長專業素養
。美國是一個崇尚競技的國家，
選擇體育項目作為孩子興趣培
養的家庭比例很高，包括不少
美籍華人家庭，為男孩子選擇
網球、游泳，為女孩子選擇鋼琴
、舞蹈的現象十分普遍。經濟條
件好的家長會為孩子聘請相關
領域的專業人士，對孩子進行
一對一的訓練和培養，條件一
般的家庭也會通過其他途徑尋
找資源為孩子提供必要的訓練
條件。同樣，除了支付不菲的學
費之外，家長依然要承擔接送
孩子參加比賽和演出的任務和
費用。

第三種是名副其實的補習班
。儘管美國大學錄取學生時很
看重學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
但是文化課成績畢竟是基礎和
前提。為了在美國高考（SAT或
ACT）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不
少美國學生都選擇上專門的補
習學校，因為補習學校會針對
入學考試內容為學生提供講解
和模擬訓練。
中小學生並非一概快樂

高中的孩子學業壓力巨
大，其中很多痛苦不為常人所
知。

和中國一樣，美國的中小學
質量也並非整齊劃一。儘管美

國採取就近入學政策，但同一
學區內，進入質量好的公立學
校總是要排隊很久，進入可以
跨學區自主招生的優質私立學
校更是要經過嚴格的選拔。即
使幸運地進入了心儀的學校，
激烈的競爭也令很多孩子不堪
重負。

美國高中學生的負擔本來就
很重，不僅要完成規定的學業，
預選大學的課程，還要繼續自
己的興趣培養，進行公益活動。
越是在優秀的學校裡，更多出
類拔萃的孩子在一起，競爭尤
其激烈，其巨大的壓力使有的
孩子無法承重。最近連續幾年，
每年都有孩子選擇在學校附近
輕生。儘管校方採取了很多措
施，家長也積極配合，但能否中
止這個“魔咒”，目前還不得而
知。雖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
還是可以看到美國中學生承受
的巨大壓力，顯然完全不是我
們印象中的快樂教育的結果。

那麼，為什麼美國的基礎教
育會給人快樂教育的印象呢？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制度設
計。美國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
設置和要求充分遵從了學生心
理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在幼兒
園和小學階段，尊重兒童活潑
好動樂於探究的天性，給予學
生大量的時間去探索和接觸大
自然和社會，從中獲得基本常
識；在初中階段開始，加大課業
負擔，通過提供選修課等方式，
讓學生發現並強化自己的愛好
和特長，為學生的個性發展提
供選擇空間；在高中階段，在提
供選修課的同時提供大學預選
課程，滿足不同學習能力的學
生需求，同時為學生開放各種
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為進入
大學進一步深造或就業做好準
備。另外一個原因是尊重孩子
的個體差異，鼓勵孩子做最好
的自己。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230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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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一場通關遊戲
而是一座遠方的燈塔

中美教育的一個悖論
說到中美教育的差異，一個看起

來是悖論的現象特別引起我的濃厚興
趣：

一方面，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
礎扎實，勤奮刻苦，學習能力——特別
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域——超乎尋
常，在國際大賽中屢屢摘取桂冠，將歐
美發達國家的學生遠遠甩在後面。

另一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
術舞臺上的整體地位不高，能夠影響
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陳
，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學家獲得了
諾貝爾科學獎，難怪錢學森先生臨終
之前會發出最後的考問：為什麼我們
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與此類似的另外一個看起來也
是悖論的現象是，一方面，美國基礎教
育質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力不強
，就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和其
他國家——特別是和中國、印度——
相比，美國學生在閱讀、數學和基礎科
學領域的能力和水平較差，在各種測
試中的成績常常低於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
獨步全球，美國科學家的創新成果層
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術發展
的前沿。

一個水平很低的基礎教育卻支
撐了一個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體系，
這也許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詭的現象
之一。

在通常情況下，就整體而言，優
秀學生的基數越大，未來從中湧現出
優秀學者的可能性就相應越大。然而，
當下的中國教育正在驗證我們的擔憂
：優秀的學生和未來優秀學者之間的
相關性似乎並不顯著。如果事實果真
如此，我們就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
有效的嗎？這也促使我們反思：到底什
麼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
人們實現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
來越多的我們——無論是教育者還是
被教育者——已經漸漸忘記了教育的
目的。恢復高考以來的三十多年裡，我
們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來越快，
也越來越累，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問自

己，我們為什麼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變成我

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
的例行公事：教師上課是為了
謀生；學生上學在義務教育階
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
階段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
試；校長看上去像是一個企業
的總經理等等。凡此種種，無
不顯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
慢慢消失。

古代中國的教育實質
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和人生的
倫理學訓練。教育固然有其功
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
的一面：學生們通過反復閱讀
經典的經書來完善自己的道
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務，進
而服務於國家和天下蒼生。

科舉制廢除之後，基於
政治經濟文化的顛覆性變革，
中國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語言、學制和評估
體系。這一源於特殊歷史環境下的教
育體系尤其強調功利性的一面，即教
育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某種問題而存
在的：教育為了救國；教育是實現現代
化的工具和基礎等等。

到了當代，教育更加呈現出相當
顯著的工具性特徵：學生們希望通過
教育獲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她
）們能夠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增強他
（她）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
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如
果教育不能幫助他（她）們實現這些目
標，他（她）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教
育——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讀書無
用論”漸漸開始抬頭的思想根源。
中美教育模式的差異

反觀美國，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
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
附著于公民教育背後的產物。越是優
秀的教育機構，越強調教育對人本身
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機構，也依然
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質作為最根本的教
育目標。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最為盛行的美國，
在教育領域卻非常地“不實用主義”：
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教給學生的越

是些“無用”的東西，如歷史、哲學，等
等；越是優秀的學生，越願意學這些

“無用”之學。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

，和美國中小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
係。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

“產婆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育
是一個“接生”的過程，教師就是“接生
婆”，人們之所以接受教育是為了尋找

“原我”以不斷完善自身。也就是說，他
們認為，知識非他人所能傳授，主要是
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
領悟的。

所以，在美國課堂裡——無論是
大學、中學還是小學——教師很少給
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不斷提出各種
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
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大，但
很少被要求去背誦什麼東西。

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
、思考、辯論、體驗和領悟的過程，學生
在此過程中，逐步掌握了發現問題、提
出問題、思考問題、尋找資料、得出結
論的技巧和知識。雖然他們學習的內
容可能不夠深不夠難也不夠廣，但只
要是學生自己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
身難以忘記，而且往往能夠舉一反三。

與之相比，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

子“學而時習之”思想的影
響，老師把知識點一遍又
一遍地教給學生，要求學
生通過不斷地複習背誦，
使之成為終身不忘的記憶
。這種教學方式對於傳統
的人文經典教育是有效的
，但對於現代自然科學和
社會科學的教育而言，其
弊端顯而易見：學生的基
礎知識普遍比較扎實，但
也因此束縛了思想和思維
，喪失了培養創新意識的
機會。
中美“教育有效性”
的差異

從教育的目的和教
學方式出發，中國和美國
關於“教育有效性”的理解
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
，提高教育有效性的關鍵在於如何把
價值觀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
部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
為統一的高考錄取體制對基礎教育的
制約和影響，以及社會外部環境的變
化，教育的過程正在逐步被異化為應
付考試訓練的過程。

目前，這個過程正在向低齡化階
段發展。由於“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
比拼心理，對兒童的早期智力開發正
在進入歷史上最狂熱焦躁的階段。越
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
樂，不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教育提供
給人們的，除了一張張畢業證書外，越
來越難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
靈的平和。反社會的行為越來越嚴重。

政府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嚴重性，下決心通過大學考試招生制
度的改革來逐步扭轉這一局面。然而，
當下的社會輿論環境、公眾對於教育
公平的簡單理解和憂慮以及缺乏信任
度的社會文化心理，都進一步強化了
教育過程中對“選拔進程的負責度與
選擇結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進
而加大了改革所面臨的阻力並可能削
弱改革的效果。
為什麼要接受教育？

此外，正如儲蓄不能直接轉化為

投資一樣，上學也並不意味著一定能
接受到好的教育，學生所具有的扎實
的基礎知識如何轉化為提供創新思想
的源泉和支撐，也是中國教育界所面
臨的另一個嚴峻的挑戰。

我們之所以送孩子上學，並不是
因為孩子必須要上學，而是因為他（她
）們要為未來的生活做好充分的準備。
上學是一個人為了實現人生目標而必
須經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
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認識到你未
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人的一生雖然漫長，可做的事情
看似很多，但其實真正能做的，不過只
有一件而已。這件事就是一個人來到
世間的使命。教育的價值就在於喚醒
每一個孩子心中的潛能，幫助他們找
到隱藏在體內的特殊使命和註定要做
的那件事。

這是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家庭在
教育問題上所面臨的真正挑戰。和上
哪所學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
來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是更為重要
和根本的目標。回避或忽略這個問題，
只是忙於給孩子找什麼樣的學校，找
什麼樣的老師，為孩子提供什麼樣的
條件，教給學生多少知識，提高學生多
少分數，這些都是在事實上放棄了作
為家長和教師的教育責任。

實際上，一旦一個孩子認識到自
己未來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就會從內
心激發出無窮的動力去努力實現自己
的目標。無數的研究結果已經證明，對
於人的成長而言，這種內生性的驅動
力要遠比外部強加的力量大得多，也
有效得多。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生不
是一場由他人設計好程序的遊戲，只
要投入時間和金錢，配置更強大的“裝
備”就可以通關。一旦通關完成，遊戲
結束，人生就會立即面臨無路可走的
境地。人生是一段發現自我的旅程，路
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認識到自
己未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就像
是遠方的一座燈塔，能夠不斷照亮前
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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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齡留學趨勢愈演愈烈，去讀美國高中該
如何擇校？寄宿，走讀？學費差距較大，哪一種更
適合中國學生？為了解決家長們的疑惑，新東方
前途出國助理副總裁，新浪五星金牌顧問盧巍
老師舉辦了分享講座，同時該講座也在“sina低
齡留學2”、“sina美國本科分享群”、“sina移民投
資群”等群轉播。盧巍老師給各位家長分享了美
高寄宿家庭的那些事兒，並解答了眾多家長的
問題。下面小編就來帶大家回顧本次講座精華。

首先，盧老師跟各位家長分享了美國走讀
中學和寄宿中學各類指標差異。在學術上，寄宿
中學的學術科目非常多，SAT平均分、學校指標
等要求比較高，同時升學率很高。

在學校數量上，中國人願意申請的或符合
中國家長需求的在170所到180所（共300所）左
右，大多歷史悠久，設施健全。而受到中國家長
青睞的走讀中學大概在2000—3000所左右（共2
萬所），走讀中學最大特點是參差不齊：各種中
學人數不一，課程設置也視不同學校而定，而且
沒有排名，家長擇校比較困難。

在活動上，由於住宿形式的差異，活動類
型、活動形式和時間安排差異很大。在寄宿中學
，學生以校園活動為主，根據自己的時間表和興
趣愛好安排活動時間，相對自主和自由。在走讀

中學，學生除了參加校園活動以外，還有機會參
加社區家庭活動，但在參加校園活動時，要根據
學校校車的時間、寄宿家庭的接送時間去安排
自己的活動。

在人數上，寄宿中學師生比例在1：7左右，
平均校園規模在300人左右。而走讀中學一般維
持在1：10—1：22左右。規模也是100人——1000
人，跨度比較大。

在費用上，寄宿學校整體費用穩定在6萬
美元—8萬美元，走讀中學在3萬美元—7萬美
元。其中的差異主要來自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
學費的差異，一部分是寄宿家庭費用的差異。不
過走讀中學家長的費用可選性大。

進入美國TOP30頂尖中學需要什麼條件
？

除此之外，盧巍老師提到：寄宿中學的申
請非常困難，託福至少在80分以上才有可能申
得到比較理想的成績。如果申請美國TOP30頂
尖中學，託福至少在100分以上才可能拿得到面
試機會。TOP30中學的錄取比例在10%左右。

至於走讀中學，盧老師認為其申請難度也
不小。需要一定的託福成績甚至SAT成績，但是
由於走讀中學數量多、範圍廣，所以也認可
TOEFL Junior等成績（滿分900分，相當於託福

73 分）。雖 然
SLEP 成 績 被
ETS 停掉了近
三年的時間，
但是現在很多
走讀中學依然
認可。

寄宿中
學國際留學生比例更大一些，TOP30頂尖寄宿
中學國際生比例達到18%到22%左右，而走讀中
學中國際學生比例在3%到15%左右之間，如果
孩子想選擇中國學生數量較少的學校，走讀中
學會成為不錯的選擇。

中國小留學生如何適應寄宿/走讀中學的
生活？

盧老師還和家長們聊了聊走讀、寄宿之間
的感受的差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際交往。美國讀寄宿中學主要由老
師負責國際學生的日常。基本上孩子面對的群
體就是老師和同學，人際交往相對簡單的。而走
讀中學，孩子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維護這樣的
家庭人際關係。

二、在飲食上，寄宿中學更多的是自助餐，
而走讀中學更多是家庭餐飲，孩子在寄宿中學
裡，主要遵守美國的法律、學校的校規。但是在
寄宿家庭中，還要額外遵守家規。但更多的家規
是幫助中國學生訓練獨立能力和感知美國文化
。

三、在語言提升上，寄宿中學更多是靠自
覺，因為學生在餐廳和學校宿舍是可以講母語
的。反倒是走讀私立中學，7×24小時的英文環

境更利於孩子的語言提
升，因為走讀中學國際生
比例很少同時回到家裡
也必須使用英文。

美高孩子的監護管
理該由誰負責？

在講座中，盧老師
還談及監護管理的責任
問題。她認為當孩子入讀

寄宿中學時，監護方依然是中國父母，但監護管
理權在寄宿中學的手中。如果孩子入讀走讀中
學，絕大部分的走讀中學都是跟美方機構合作
的。孩子入境美國以後，負責孩子的管理工作。
但真正的監護權依然是我們中國父母。

同時美國的監護方學校負責在校期間和
校車上的監護管理。寄宿家庭負責在寄宿家庭
期間和接送路上的監護管理。而託管方負責的
是安置寄宿家庭、協調學校與中國家庭、寄宿家
庭之間的事務，包括向中國的家庭彙報孩子在
學校和寄宿家庭的表現和情況等等相應的事務
。

什麼品質的孩子適合走讀/寄宿？
盧老師談到寄宿中學時，提出以下孩子較

為適合寄宿中學。
一、學術能力強。很多學校學術水平要求

高，孩子必須要有清晰的目標來自我安排，屬於
"學霸"型的。

二、競爭意識強。絕大部分頂尖寄宿中學
競賽活動非常多，競爭壓力很大。盧老師認為自
主溝通、協調和規劃能力強的孩子更適合。

除此之外，盧老師還說明了以下孩子更適
合走讀中學。

一、一些性格特別開朗、外向，善於與陌生
人交流，善於理解他人的孩子。

二、對生活、餐飲及美國文化適應能力強
的孩子。

三、性格比較柔和，對自己未來規劃不那
麼清晰，目標性不那麼強的孩子。
寄宿家庭中的中美文化差異

首先美國家庭認為國際學生既然到美國
來了，他們就是父母，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孩子
總去跟中國朋友和父母溝通。他們也期待孩子
更多地參與家庭活動。

其次，美國家庭要求中國學生完成自己的
事務，要做家庭勞動，而中國家長希望孩子不受
委屈，得到更好的呵護，美國的寄宿家庭沒有辦
法做到像中國家長那樣對孩子貼心的呵護。

最後，美國家庭要求孩子獨立自主，而中
國家長更傾向于主動關懷、關注孩子。

中國小留學生該如何中國小留學生該如何
適應美高生活適應美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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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生去美國留學後很長時間才能適應
留學生活，一方面是自身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
還是美國大學生活可能和想像的有很多不同，
導致學生很難適應。下面為大家總結一下學生
對美國大學認識四大誤區，希望能幫助大家儘
快適應美國留學生活。

誤區一：大學是一個開放時尚的地方
一說到美國大學，腦海裏浮現的就是Gos-

sipGirl 裏 面
打扮得時尚
而精緻的學
生們，晚上忙
于應付各種
各樣的夜生
活。實際上，
多數大學都
坐落在小鎮
上，學生們主
要的時間都
在圖書館裏
和同學一起
跟考試或論
文做鬥爭。閑
暇時會在校
園的大草坪
上野餐、休憩
、玩飛盤。

常看美
劇的同學可能會覺得，美國人很開放，衣著暴露
、光鮮亮麗。當你真正踏入大學校園的時候，你
會發現盛裝打扮的自己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學
生們最稀鬆平常的衣服大概就是從校園商店買
來的有大大的校名標識的棉質T恤、連帽衫、牛
仔褲。腳下則一年四季都是人字拖或冬天的雪
地靴。他們的宗旨就是舒適和隨意，有時看起來
邋遢也無所謂。如果哪一天你精心打扮出門，一
定會有人停下來贊嘆你的著裝，認為你有重要

的場合需要出席。

誤區二：美國大學招生是擇優錄取的
大學需要的其實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學生

，而是全面發展的班級。每個學校每個專業都想
同時出現幾個會刻苦鑽研學術的書呆子、幾個
體育健將、幾個音樂天才、幾個未來的演員、幾
個老爸可以為學校捐出一間校舍的富二代、幾
個校友推薦的孩子……如果你只是一個出色的
申請者，但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人群，那麼你申
請名校也許困難重重。

據一些招生官透露，很多提前錄取的名額
其實是為體育或者其它特長生預留的。越來越
多的招生專員會考慮你有沒有能力全額支付學
費。當兩個條件相近的學生，一個需要申請獎助
學金，而另一個家庭富有到完全能夠支付學費，
二選一的話，精美厚實的錄取包裹一定會寄給
後者。一些名校已經勇敢的站出來承認自己在
錄取學生的過程中做不到百分百需求回避的。

也有好消息，對于那些有能力支付全額學
費——尤其是國際生家庭來說，獲得頂尖大學
錄取的概率一年比一年高。當然，這一切都是建
立在國際生需要支付更多學費，學校由此可以
帶來更多收入的基礎上。

誤區三：美國大學學業很輕鬆
有人說，美國的教育是快樂教育，學生不做

作業，課業負擔很輕，所以美國人整天party不
上課也不學習，而中國人則很努力。實際上，美

國大學的課業相當繁重。
不少學生一天只能睡四
五個小時，就為了完成大
量的課後作業和參加課
外活動。

美國大學生同樣很
努力，他們深知美國大學

是“寬進嚴出”的，因此對學習的認真態度十分
單純。首先，上課的出勤率很高。因為每一節課
的內容豐富而且信息含量很大，所以逃課這種
現象是及其少見的，而且有的老師會注銷那些
經常缺課的學生名單。課後學習也是重要部分，
常常凌晨一兩點，你還能看見用功的學生在圖
書館裏對著電腦手指如飛地敲打著鍵盤寫論文
。考試期間更是如此，所有人都像是和時間賽跑
一樣，恨不得沒分每秒都能有效率的吸收一些
東西，在圖書館打地鋪的更是數不勝數。

誤區四：校園生活很自由
美國以其民主、自由而聞名于世。許多人以

為，那就是行為可以非常放任，沒有什麼約束。
其實這是對“自由”的錯誤理解。在美國的校園
裏，不能稱女老師為“先生”。

這和中國稱“宋慶齡先生”實屬尊稱情況完
全不同。也不能照漢英字典裏稱黑人同學為Ne-
gro,否則會投訴你種族歧視。也不要和同性閨蜜
一起跳舞、手挽手、或者晚上睡在一張床上，會
被誤以為同性戀。

大學生談戀愛在美國校園非常普遍，但無
論他們在酒吧和派對上怎樣如膠似漆、卿卿我
我，在課堂上還是很守規矩的。情侶間的親昵動
作不光在課堂上很少見，在圖書館裏和草坪上
也很少見。美國人把公眾場合的親熱行為叫做
PDA[PublicDisplayofAffection]，知書達理的人對
PDA都比較忌諱。

美國學生貸款高達1.2萬億，
比美國的車貸或信用卡欠貸都高
。但教育意味著更好的未來前途，
因此就算代價沉重，學生們也盡
一切可能地獲取想要的文憑。而
據《商業內幕》的調查，那些需要
學生付出高昂的學費才能獲取的
文憑中不少都是由美國大學提供
的，從商科到醫學專業研究生學
歷文憑，也有藝術、音樂方面的本
科學歷文憑。《商業內幕》還總結
出7個全世界最貴的學歷文憑，其
中6個為美國大學提供，而所列出
來的費用僅僅為學費，不含書本、

學雜、生活費等。
1、劍 橋 大 學（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學歷文憑：商科博士（Doctor of
Business）
4年學費：$332,000
2、巴德學院（Bard College）
學歷文憑：音樂學士（Bachelor of
Music）
5年學費：$253,520
3、塔夫茨學院醫學（Tufts School
of Medicine）
學歷文憑：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

4 年學費：
$238,056
4、哥 倫 比
亞 大 學 醫
學 院（Co-
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
cians and
Surgeons）
學歷文憑：

醫學博士（Doctor of Medicine）
4年學費：$230,536
5、哈威穆德學院（Harvey Mudd
College）
學歷文憑：科學學士（Bachelor of
Science）
4年學費：$209,532
6、莎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
rence College）
學歷文憑：藝術學士（Bachelor of
Arts）
4年學費：$204,784
7、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

（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
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學歷文憑：行政工商管理碩士
（Executive MBA）
2年學費：$192,900

國人對美國大學的國人對美國大學的 44大誤解大誤解

全世界最貴的
7個大學文憑

在美國，孩子們除了上學，大部份
的課後時間都是在家裡渡過的。在國
外，小朋友們的生活環境比國內相對
寬鬆，特別是在小學，學校的競爭和功
課都很少，他們在放學後會有很多空
閒的課餘時間。如何安排好孩子們的
課外活動，是華人家長們在一起經常
談論的話題。

幾乎所有的中國父母，都是舔犢情
深的好家長，大家都從心底裡希望能
盡自己力所能及的精力和財力，讓自
己的孩子在課餘時間儘量多學些本領
,多參加些有益的課外活動。一般來說
，不管華人家庭地處美國東部還是西
部，華裔小朋友的課外活動應該少不
了這幾樣：
1.各種音樂藝術課

美國和國內的情況可能差不多，鋼
琴和小提琴是大多數華人家長讓孩子
們選學的主要樂器。和國內一樣，孩子
們上課學琴，也得靠家長們風雨無阻
地接接送送。大部份的華人家長，主要
是希望自 己的孩子通過學琴可以受
到一些藝術的熏淘，真正想讓自己的
孩子長大以後當鋼琴 家的家長其實
很少。但少數特別有音樂天賦的孩子，
有可能在成年後選擇上美國大學的藝

術系。我們這裡有一個中國孩 子，最
近就考上了美國某公立大學的鋼琴專
業。據她父 母講，這麼多年來，孩子學
琴時付出的艱辛，都可以寫成好幾本
書了。

由於鋼琴老師的水平高低不一，收
費標準也不一樣。孩子學琴前，選一位
合適的鋼琴老師，是件很費心的事。通
常來說，華人老師對孩 子們要求會比
較嚴格，進度也會快一些。而美 國老
師，主要是寓教於樂，他 們通常不會
像大部份的中國老師那樣趕進度，但
孩 子們卻很喜歡美 國老師的這種教
學方法，這真是有得有失。除了學琴，
小女孩子學跳芭蕾舞和中國的民族舞
蹈來做為一種形體訓練，也很普遍。
2．各種體育活動

游泳，滑冰，體操及各種球類，幾乎
是每個華人家庭裡的孩子，從小就畢
不可少的課外活動。通過這些體育活
動，孩子們不僅可以強身，還可以在運
動中學會和同伴們在集體裡如 何更
好 地相處，從而結識更多的朋 友，增
加自信心。在美國，一個體育不好的
孩 子，比較容易讓他的同學們和他疏
遠開來。相反，一個體育很棒的孩 子，
會讓他的同伴們認為他很棒。不管怎

麼樣，美國是一個熱愛運動的國家，體
育拔尖絕對是優勢。在我 們這裡，人
人皆知的 YMCA 經常是家長和孩子
們一起運動鍛煉的地方。此外，教堂
和社區也會有一些 體育鍛煉的設施
和場所。
3．學校內的各種課外活動

美國小學裡常見的課外活動之一，
就 是 GIRL SCOUT( 女 子 軍 ) 和

BOY SCOUT(童子軍 ) 了。
這是一個培養孩子們責任心
和集體觀念的一個校內團體
。從學前班到五年級，小 朋友
們可以隨時加入這個團體。
有 趣 的 是，不 同 年 級 的 的
GIRL SCOUT (女子軍 ) 和
BOY SCOUT(童子軍 ) 團隊
(TROOP)，使用的稱呼是不
一樣的。比如，學前班的女子
軍 叫 DAISY，高年級的就叫
BROWNIE。在我們這裡，這
些團隊的負責人，通常是由
家長輪流做。因為許多美 國
孩子的媽 媽都是全職在家的
家庭主婦，她 們的空餘時間
相對會多些，於是她們就成
了這些團隊的主要負責人。
美國家長們很熱心於這種有
益於自己孩 子又方 便別人
的活 動。在美國，中國媽媽全

職在家的比 較少(特別是大陸來的家
庭裡)，這些媽媽即使有參加這些活動
的想法，時間上也不允許。有時候，她
們會靠捐些款來禰補美國家長所奉獻
的時間。
4．數學閱讀提高班

大家都知道，數學和語文對孩子的
學業和將來的生活技能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這裡，有許多家長會把孩子送
到公文(KUMON)學校去提高數學水
平。KUMON 數學班的教學方法，很
像咱國內的題海戰術。孩子們靠大量
地反復做題來提高計算速度和數學水
平。他們很可能在一個月之內，會反反
復複地做那些很簡單的加減乘除。如
果孩 子們沒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正
確地通過所有的測試題，他們就只好
繼續停留在這個水平一直地做下去，
直到通過考試為止，才能升入高一級
的班。雖然KUMON裡也有閱讀提高
班，但我 們這裡的中國孩子去的 好像
不太多，中國家長們經常會帶孩子到
公共圖書館讀書來提高小朋友的閱讀
水平。
5.中文學校

海外兒童學中文，是讓每個華人家
長都會感到頭痛的事。對有些孩子來
講，學中文不是課外活動，簡直就是酷
刑。在美國大城市，通常會有華人辦的
中文學校，把孩子交給老師，家長的擔

子會輕一些。而在美國的小城市，因為
華人較少，可能沒有中文學校。在這些
地方，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就全靠家
長了。因為孩子們在學校天天講英文，
在那裡是沒有中文環境的，讓他們學
說中國話寫漢字，真有些像讓洋人學
中文那樣，很難，家長們得需要有極大
的耐心來督促輔導孩子寫作業準備考
試。在我們這裡，中文學校是我們當地
華人社區的一景。每個週末，來自本城
四面八方的家長們把孩子送到中文學
校以後，然後聚在一起聊天下棋做運
動，那些經商的華人，還可以趁機在中
文學校做廣告。從這個角度來說，中文
學校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華人家長們
社交的場所。

除了上述的德智體訓練，參加同學
的 生 日 聚 會 和 到 小 朋 友 家 過 夜
(SLEEPOVER) 也是能夠讓孩子們歡
呼雀躍的小社交活動。一般來說，適當
的課外活動，會陶冶孩子們的情趣，培
養他們快樂自信的性格。但課外活動
太多，肯定會引起孩子們的厭倦情緒，
接送孩子的大人也會累得夠嗆。如果
家長能根據自家孩子的具體愛好和興
趣，讓孩子有選擇性地參加他們感興
趣的課外活動，而不是和別人家的孩
子攀比，這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美國華裔小朋友的美國華裔小朋友的NN種種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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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

2019年5月，欧美同学会组织的海归扶贫考察团前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望谟县，为当地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向海归代表介绍
望谟县情况。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新年快乐！崭新的一年启程了！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又有不少留学生归国加入到了创业者的队伍之中，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海

归前辈，有的创业几年，有的创业几十年，有的经历成功、挫败又准备重新出发。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海归创业者们的足迹从城市到乡村，从尖端科技到民生需求，从一枚芯片到一枚文创徽章

……
2018年，各类留学回国人数为51.94万人。根据教育部统计，1978年—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学成归国

365.14万人，学成归国率接近85%。
在2020年，海归创业还会延续之前哪些特点？哪些领域又会成为海归关注的焦点？哪些城市会赢得海归青睐？今

天，我们就一起来展望一下。

核心优势

技术创新才是最大竞争力

当时光回溯到 20 多年前，大家谈论起海
归创业的领域，绝大多数都聚集在高精尖行
业。的确，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内，留学
归国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 年 8 月，曾有
媒体对当时已在科创板上市的 28 家企业董事
长做过学历背景梳理，结果显示，其中有 8
家企业的董事长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包
括安集科技、晶晨股份、澜起科技等，除此
之外，另有 3 家企业的核心高管有海外发展
经历。按照当时数据，公司高管团队中拥有
海 归 背 景 的 在 28 家 科 创 板 公 司 中 占 比 超
40%。

业内分析人士看来，2020年，高新技术领域
仍将继续吸引相当数量的海归就业创业，尤其是
对拥有理工科学历背景的留学生而言，专注于技
术创新，很可能会成为他们在国内传统产业格局
基本已定的大环境下，在细分市场中实现突破的
重要优势之一。

2019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给我们上了一
堂技术创新警示课，也让更多企业家意识到，核
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想要不受制于人，只能走自
主创新之路，掌握核心技术优势。伴随着高素质
海归回流加速，不少拥有技术硬实力的海归创业
团队围绕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
沿技术发力。可以预见的是，在 2020 年，为获
得在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对于技
术创新的重视会进一步加强。

创业领域

更多关注民生需求

当下，我们仔细梳理海归创业的行业选择时
发现，有一个最为鲜明的特点便是创业领域远不
限于高新技术领域，而是多点开花，越来越与公
众的衣食住行需求贴近。海归从最初多数布局前
沿科技领域，到如今分布于众多民生领域。

更关照“人”的需求，更“接地气”，很可
能将成为未来海归创业的重要发力方向。

根据《2019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
的相关数据显示，在选择创业的海归中，集中于
贸易、零售、租赁与金融等行业的比例较高，服
务业、文体教育、工艺美术与房地产、建筑业等
同样较受欢迎。

如今，养老、教育、医疗、旅游……多样化
需求背后的可能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归。准确
了解国内消费趋势，把握政策动态，已成为不少
海归创业之初所做的必备功课。

今年，围绕民生需求的服务类创业项目或许
会引起更多关注。相比几年前，什么领域“火”
便会吸引创业者“扎推”“挤进去”，现在的海归
创业更为冷静和理智，更多依靠对市场真实需求
的判断来决定公司发展方向。他们早已意识到，

“满足需求”比“追风口”更重要，“风口”可能
很快会变，但消费者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却会一
直存在。

创业地点

“用脚投票”走向更广阔天地

“回国创业去哪里？”
“北上广深啊。”
要是放在几年前，或许这是大多数海归的答

案。但如今，留学生回国创业时的聚焦点已发生
了变化，伴随着以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为
代表的“新一线城市”的崛起，留学生回国之初
的落脚地有了更多选择。优渥的薪资、较低的生
活成本、不逊于一线城市的行业发展空间，这些
因素吸引更多海归流向“北上广深”之外的更多
其它城市。

无论是选择就业或是创业，“新一线城市”
都已展示出了对人才的强大“磁铁效应”。根据

《2019 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 中的有关数据显
示，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海归数量占全国海归总量
的39.57%，在“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海归数量占
全国海归总量的30.87%，两者间的差距正在逐渐
缩小。

以杭州为例，所吸引到的非杭州籍海归数
量已是杭州籍海归的两倍，而其中“经济发
达、就业机会多”“环境好、生活舒适”“工资
高、待遇好、发展空间大”等因素，是杭州成
为海归就业创业关注热点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海归愿意回到自己的家
乡就业创业。《2019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
告》中的一组数据值得关注，选择回到家乡的海
归占比从2018年的9%增长到2019年的30%。其
中原因，既有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故土情结，也是
中国更多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加快的结果，海归
拥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在一线城市有疏解城市功能的需求压力、人
才扎堆的客观背景下，不少展示出强劲发展潜力
的“新一线”以及二三线城市，正慢慢成为“新
海归”们的首选。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
2020年，这些城市凭借自身发展红利、完善的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必将赢得更多海归青睐。

创业扶持

诚意满满也得“软硬兼有”

2019年8月，广州市黄埔区发布的“海外尖
端人才 8 条”（即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关于集聚海外尖端人才的若干措
施》）曾引起广泛关注。这是黄埔区的又一引才
新政，以加强对海外尖端人才的扶持。在此之
前，黄埔区已发布过“美玉 10 条”等引才政
策，吸引了不少各领域中的海外优秀人才。

在深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关于申
报 2019 年度留学人员来深创业前期费用补贴的
通知》中注明，对于来深创业的留学人员给予不
同级别的创业资助，金额从30万元到500万元不
等，以吸引海归创业人才。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此前发布的《中国青
年创业报告》 中曾指出，资金问题是阻碍青年
创业的第一“拦路虎”，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
为，缺乏足够资金是创业过程中的主要困难。
给予创业资助，对海归来说，可以“解燃眉之
急”。

如今，诚意满满的引才政策早已是许多城市
吸引人才入驻时的“标配”。想要让海归“用脚
投票”投向自己，就得让他们看到在这座城市
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更多可能性。在海
归可选择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今天，这一点更加
重要。

一位在医疗卫生领域创业的青年海归告诉记
者，自己当初选择创业地不只考虑意向城市是否
有创业资金扶持，更重要的是考虑自己的创业领
域与当地发展的匹配程度，结合人才、技术和资
源，还要综合考量产业生态链。他最终选择在武
汉光谷创业，就是看中了这里在医疗健康领域的
行业发展潜力。

从资金扶持到更为全面的人才计划补贴，在
新的一年，对于优秀海归团队的创业扶持，除了
硬性帮助之外，也可以提供更多软性扶持项目。
开展创业培训、提供政策解读、拓宽渠道资源
……以满足海归更多深层次的创业需求。

脱贫攻坚

帮助乡亲父老少不了我们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
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一直以来，留学归国人员
在脱贫攻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凭借自身
的独特优势，走到贫困户身边，贡献智慧与技
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增收。在 2020 年，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海归加入到扶贫队伍中
来，通过多种形式助力脱贫攻坚。

走出城市、走进乡村，通过产业扶贫、教育
扶贫、健康扶贫、搭建平台实现精准扶贫、驻村
当扶贫干部等多种途径，不少海归立足于贫困地
区的客观情况，将自身专业优势与地方特色产业
相结合，努力提升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

以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为
例，这几年已经组织百余位教育、农业、科技等
领域的优秀海归人才奔赴扶贫一线，在甘肃、宁
夏、贵州等地，深入帮扶困难群众，利用先进理
念和丰富经验，围绕制约乡村发展的短板出谋划
策，努力为乡亲们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致富
路。

技术领先、资金充沛、理念先进、渠道多样
……海归在助力扶贫中的优势显而易见。但要做
好、做实对贫困户的帮扶工作，需要将前期调研
做得更细些，将中期项目计划想得更周全些，将
后期对项目实际效果监测更重视些。只有这样，
才能在对贫困地区及帮扶对象的情况深入了解的
基础上，“量身定制”产业发展方案，不仅要助
其脱贫，也得防其返贫。

“得让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新的一年，
更多海归正在撸起袖子、挽起裤脚，走入田间地
头。脱贫攻坚战里，少不了他们的一份贡献。

展望2020：

海归创业 秀出新高度！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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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休斯敦市長西
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於週四上午
宣誓連任就職，他承諾在其第二任期中，將大
力改善街道維修和防洪工作，同時為該市無家
可歸者提供服務。他還呼籲私營企業和非營利
組織慷慨解囊，提供資金至關重要。

美國地區法官Vanessa D.Gilmore向特納和
布朗宣誓，市長在議會成員中宣誓就職。儀式
上，休斯頓大歌劇院合唱團和樂團、聖約翰市
中心合奏團和墨西哥流浪樂隊在就職典禮上表
演。

特納在伍瑟姆劇院的就職演說中說：“我
們要求金融機構、企業、開發商、非營利組織
和捐贈機構充分利用其在城市的資源，彼此分
享風險並加快轉型。” “儘管許多人已經提供
援助，但我們仍然缺少支持，這些投資將改變
我們城市服務不足的社區的各項工作”

休斯敦的市長有兩個任期四年，特納任期
延至2023年年底，目前正在製定其規劃。在國
家規定的上限下，外部資金可能特別重要，該

上限將城市和郡的年收入增長率限制在3.5％，
而這需要獲得選民的批准。休斯敦已經在2004
年選民施加的4.5％的收入上限下運作。

特納說，他的第二個任期將集中在改善全
市居民的生活質量上，特別是要確保貧困居民
像他們較富有的鄰居一樣有機會。他說，完整
社區計劃使Sunnyside and the Third Ward等社
區受益，並表示私人投資將幫助該市吸引優質
日雜店到其他低收入地區。

特納指示公共工程部門在60天內製定一項
全面計劃，以識別需要嚴重維修的城市街道以
及完成維修的資金來源。

他說：“到任期結束時，您應該會看到明
顯的進步。”

他還讚揚了11月發行的35億美元地鐵債券
，該債券將為數十項改善工作提供資金，重點
是公交運輸。

特納還表示，該市必須採取更多措施解決
無家可歸問題。他要求私人公司和非營利組織
向“回家之路”計劃再捐款5000萬美元，他說

，實現2025年底之前使該市4,000名無家可歸
者減少四分之一的目標是必要的。

此外，市長重申了建立新的AstroWorlD主
題公園的願望。原始公園位於Atrodome 610環
路對面，於2005年關閉。

宣誓就職的還有八位市議會新成員：A區的
Amy Peck； C區Abbie Kamin； D區的Caro-
lyn Evans-Shabazz；F區的Tiffany Thomas；J
區的Edward Pollard；4區的Letitia Plummer和
5區的Sallie Alcorn。

B區Jerry Davis儘管任期有限，但仍宣誓
就職，因為迄今為止的選舉糾紛還沒最終決定
，贏得競選連任的城市財務總監克里斯·布朗
（Chris B. Brown）也宣誓就任第二屆。

新的市政議員有創紀錄的九名女士，儘管
只有一名西班牙裔議員，即第一區議員羅伯特·
加里戈斯（Robert Gallegos）。根據美國人口
普查局的數據，休斯敦的拉美裔比例約為45％
。

新的市議員還有更多的年輕人： Kamin，

Pollard，Peck和Thomas年齡在38歲以下。特
納本週提名E區議員馬丁（Dave Martin）為代
理市長，K區議員瑪莎·卡斯特克斯-塔圖姆
（Martha Castex-Tatum）為副市長。

特納高風險的第一任期包括2017年通過具
有里程碑意義的養老金改革法案，旨在應對該
市面臨的最大財政挑戰。他的頭兩年受到2016
年納稅日大洪水的阻礙，一年後又受到哈維颶
風的困擾，而這座城市仍在從那裡恢復。

在特納的23分鐘講話中，他與休斯敦消防
員工會因薪資問題而曠日持久的糾紛使該市長
飽受創傷，並為挑戰者創造了機會。這場爭吵
包括與消防員一起的其他勞工團體，可能已經
影響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選擇密爾沃基取代休
斯頓參加2020年公約的決定。

在就職典禮後的簡短的（主要是儀式性的
）市議員會議上，新成員感謝他們的家人，為
選民提供服務的機會。一些人表示希望新的團
隊能夠很好地合作。

特納宜誓連任休斯敦市市長特納宜誓連任休斯敦市市長，，承諾將重點承諾將重點
放在街道維修放在街道維修，，防洪防災防洪防災，，減少無家可歸者減少無家可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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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親愛的香港會館會員
和朋友:

侯斯頓香港會館理事衷心感謝你
們一年來對我們的關心和支持。

豬年即將過去,為了慶祝2020年
鼠年來臨, 侯斯頓香港會館定於1月19
日星期天假座珍寶海鮮酒樓安排兩項
精彩節目(麻雀大賽, 團年聚餐)等待著
你的光臨,籍此辭舊迎新齊賀新禧。

麻雀大賽
香港會館舉辦麻雀大賽已經20多

年,今年繼續傳統在1月19日在珍寶海
鮮酒樓舉辦,無論四方城高手或麻雀初
哥,可趁此機會大顯身手。比賽將會在
十二時正開始。初賽會在4時30分結
束。決賽在4時30分至六時舉行。四

位進入決賽者都會收到大利是一封和
獎牌一個。入場費每位20元包括午
餐 (11:00 AM正開始, 逾時不候) 和下
午茶。已付2020年費香港會館會員還
可得到五元回贈.

時間: 1月19號 早上11時
地點: 珍寶海鮮酒樓
費用: 20元 一位 (已付2020會費

香港會館會員,可得到五元回贈)
報 名: Lisa Tam

(281-788-7870), Peter Leung
(832-860-0337)

團年聚餐
香港會館歡迎吉祥鼠年來臨, 我們

誠摯邀請各位會員和朋友參加2020在
1月19號晚上在珍寶大酒樓團年聚餐

。貴賓可以大快朵頤之外, 還有幸運抽
獎, 搞笑遊戲, 開開心心共聚一堂, 敬
請蒞臨。餐費每位35元, 已付2020年
費香港會館會員還可得到五元回贈。
香港會館理事決定在鼠年暫停舉行春
宴, 敬請各位熱烈參加這個團年聚餐。

時間: 1月19號, 晚上6:30 PM
地點: 珍寶海鮮酒樓
費用: 35元 一位 (大小同價, 已付

2020會費香港會館會員,可得到五元
回贈)
報 名: Lisa Tam (281-788-7870),
Peter Leung (832-860-0337), Anita
Sham (713-777-1717)

華人攝影學會元旦聚會 中國西部攝影染睛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休士頓華人攝影學會元旦聚會2020

年1月1日在糖城的Spring
Greek餐廳舉行。活動中特邀資深攝影師、華人攝影學會董事

賈忠做了關於《中國西部》的攝影講座，並現場義賣賈忠《中國西
部》攝影畫冊，用於支持四川大涼山地區的貧寒學童。來自學會的
會員、攝影愛好者近百人參加。

華人攝影學會會長關本俊表示，華人攝影學會元旦聚會是一個
傳統，已經持續多年。新年第一天，大家在活動中可以切磋攝影技
藝，相互交流攝影經驗。同時，每年的元旦聚會學會都會邀請資深
攝影師做一個專題的攝影講座，與大家分享攝影中的樂趣。關本俊
說，華人攝影學會2020年已經是三十年的歷史了，在在眾多的會員

，經過大家的努力下，目前已成發展為北美最大規模和高水準之一
的華人攝影團體。每年的一月的第二個週日華人攝影學會將舉辦年
度攝影大賽，評出上一年度的十佳攝影作品。歡迎廣大攝影愛好者
光臨觀摩。

活動中，華人攝影學會董事賈忠做了關於《中國西部攝影》的
攝影講座。賈忠為世界日報記者，是休士頓僑界著名的攝影師，多
年來在華夏中文學校擔任攝影老師，教授相關攝影課程。賈忠赴美
十年來，通過攝影關注僑社發展，紀錄華人點點滴滴，去年曾舉辦
《休士頓華人風采攝影展》，用105幅圖片，彙集了他自2009年以
來拍攝的休士頓僑界各個大型活動的人與事，記錄了十年來休士頓
僑界的發展過程以及反映旅美華人精神風貌的精彩瞬間，受到僑界

廣泛好評。此次活動中，賈忠介紹了他《中國西部》圖片拍攝的點
點滴滴。賈忠表示，中國西部的拍攝，匯集了近二十年的心血，大
部分使用膠片拍攝，展現了中國西部優美風光和燦爛文化。賈忠說
，中國西部太美了，這是一種壯美，一種大美，在我們這個地球上
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美是跨國界的，是不分種族膚色的，是全世界
人民共用的。賈忠希望通過《中國西部》攝影畫冊，讓人們更加熱
愛生活、加熱愛大自然，保護大自然、熱愛大自然給予我們的一切
。

現場很多攝影愛好者表示，聽了賈忠老師中國西部的攝影講座
，不僅學到了拍攝技巧，還欣賞了高質量的攝影作品，還從中領略
到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受益匪淺。

侯斯頓香港會館侯斯頓香港會館, Houston Hong Kong Association, Houston Hong Kong Association賀年節目賀年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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