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人 李蔚华/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长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长 朱幼桢/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长 秦鸿钧/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总编辑 盖 军/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11658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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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聘請貸款、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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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座電話：(713) 779-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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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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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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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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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70131_4分之1版簡

美國市場研究公司 Demo-
graphia公布了《2017年國際住房
可負擔性調查報告（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7）》，報告對9個國家的406個
城市進行數據分析，得出結論：美
國是全球房價最實惠的國家。

據財新網報道，Demographia公司的此項
調查涉及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日本、新西
蘭、新加坡、英國、美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
的406個城市，但不包括中國內地城市。

調查依據“房價收入中位數倍數”（median
multiple）原則進行分析，即將一個城市的房價
中位數除以家庭年收入中位數，以此來計算負
擔能力。

調查以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的房地產市場
數據為主要依據，計算出來的房價收入比數值
分為四檔：房價收入比為3倍時，為可支負擔；
比值在3.1-4.0範圍內時，為中度不可負擔；比值
為4.1-5.0範圍內時，為嚴重不可負擔；超過5.1時
為極度不可負擔。

據CNN報道，在406個城市中，房價最實惠
的10個城市中有8個在美國，它們分別是：
1.威斯康星州拉辛（Racine）
2.密歇根州貝城（Bay City）
3.伊利諾伊州迪凱特（Decatur）

4.紐約州埃爾邁拉（Elmira）
5.賓夕法尼亞州東斯特勞茲堡（East Strouds-
burg）
6.澳大利亞卡拉薩（Karratha）
7.俄亥俄州萊馬（Lima）
8.加拿大蒙克頓（Moncton）
9.伊利諾伊州皮奧裏亞（Peoria）
10.伊利諾伊州洛克福特（Rockford）

CNN報道稱，美國是世界上房價最實惠的
國家，日本和英國分別以4.1和4.5的房價收入比收入比
位列第二、三位。

從全球範圍內來看，在406個城市中，
有99個為“可負擔”水平，116個為“適度負擔
”，97個為嚴重不可負擔，94個為極度不可
負擔。在94個極度不可負擔的城市中，33個
位于澳大利亞，11個位于英國，加拿大及新
西蘭分別有7個何6個，而中國為香港1個。

分析結果顯示，香港的房價收入比是
18.1，低于去年的19，但仍是連續7年蟬聯榜
首。報告稱，香港房屋價格與居民收入的比

例在2002年至2014年間上漲約275%，香港房
價很大程度被限制性土地用地規定拉升。

此外，澳大利亞的悉尼以與去年持平的12.2
倍位居第二。

加拿大溫哥華第三，房價收入比是11.8。
上榜“前十貴”的城市還有新西蘭奧克蘭、

美國聖何塞、澳大利亞墨爾本、美國檀香山、美
國洛杉磯、美國舊金山、英國伯恩茅斯。(取材網
路)

全球房價美國最實惠
比較帶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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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單純以價格做為衡
量是否可負擔的標準意義並不

太大，特別是對于房地產市場。
對于房價，全美每個縣都不

盡相同，其價格取决于所涉及的
地區，而且一個位于內布拉斯加

州的牧場對一個農場主
來說其價格可能會很昂
貴，但對于曼哈頓的律
師來說則不算什麼。

因此，收入與房價
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决定
住房是否具有可負擔性
的一個重要標志。據商
業內幕報道，Overflow
Data依據美國人口普查
局2011-2015年的數據，
給出了全美最無法負擔

的房地產市場。
該研究顯示，美國最難以

負擔的住房市場分為兩類，一
是人們希望居住的地方，如舊
金山、紐約市；二是人們不會考
慮的居住地，如馬薩諸塞州、華
盛頓州或懷俄明州。

灣區，毫不疑問，其住房市
場算是全美最負擔不起的，無
論是單純的房價，還是相比于
收入。

舊金山
房價：800,000元
收入：81,000
房價收入比：9.8

同時，在矽谷，其房價幾乎
與舊金山接近，但當地居民的高
收入可以部分抵消高房價。

聖馬特奧縣（San Mateo）
房價收入比：8.3

聖克拉拉縣（Santa Clara）
房價收入比：7.3。 聖克拉拉縣聖克拉拉縣（（Santa ClaraSanta Clara））舊金山舊金山

聖馬特奧縣聖馬特奧縣（（San MateoSan Mateo））

金斯縣（布魯克林）（Kings County（Brooklyn））
房價：570,000元
收入：48,000元
房價收入比：11.8

紐約縣（曼哈頓）（New York County (Manhattan)）
房價：849,000元
收入：73,000元
房價收入比：11.7

布朗克斯縣（布朗克斯）（Bronx County (The Bronx)）
房價：363,000元，
收入：34,000
房價收入比：10.6

除舊金山，紐約市有五個地區其房價收入比也高得離譜，讓買房成為可望不可及的事。對這五個地區的房價收入比按高到低進行排名是這樣的：

I/房地產專日/170117B簡 房地產現況 上

在美國能否買得起房在美國能否買得起房這樣解讀才正確這樣解讀才正確
上

星期一 2017年1月30日 Monday, January 30, 2017



AA33房地產現況3Status of Real Estate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皇后區（皇后區）（Queens County (Queens)）

房價：450,000元
收入：58,000元
房價收入比：7.8

裏士滿縣（史坦頓島）（Richmond County (Staten Is-
land)）

房價: 440,000元
收入: 73,000元
房價收入比：6.0

提頓縣，懷俄明州（Teton County, Wyoming）

房價：689,000元
收入：75,000元
房價收入比：9.1

皮特金縣，科羅拉多州（Pitkin
County, Colorado）

房價：621,000元
收入：71,000元
房價收入比：8.7

聖米格爾縣，科羅拉多州（San Miguel County，Colo-
rado）

房價：513,000元
收入：56,000元
房價收入比：9.1

楠塔基特縣，馬薩諸塞
州（Nantucket Coun-
ty, Massachusetts）

房價：903,000元
收入：84,000元
房價收入比：10.7

杜克斯縣，馬薩諸塞州（Dukes County, Massachu-
setts）

房價：661,000元
收入：64,000元
房價收入比：10.3

聖胡安縣，華盛頓州（San Juan County, Washington
）

房價：466,000元
收入：56,000元
房價收入比：8.3

這幾個縣中有許多位于山區，如提頓縣和皮特金縣，而聖胡
安縣和楠塔基特縣由美麗的島嶼組成，同時與大城市西雅圖和
普羅維登斯/波士頓不遠。(取材網路)

另外，象前面所說，不僅是一些大城市，在懷俄明州
、馬薩諸塞州、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這樣的州也
有一些縣的房價相比于當地收入也是相當高的。

在美國能否買得起房在美國能否買得起房這樣解讀才正確這樣解讀才正確
下

I/房地產專日/170117B簡 房地產現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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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購房者在美國買房是為了投資，那麼身在國內如何便
捷管理自己“遠在美國”的物業呢？關于美國物業管理，您瞭解這
些嗎？

當成功購入美國房產時買家都會接觸到一個名詞"HOA"
(Home Owner’s Association，簡稱HOA)。HOA是美國的業主協
會的英文縮寫，也可稱物業管理，是投資者們在買房後必須要接
觸到的一個機構。那麼具體需要注意哪些細節呢？

不是所有的房屋類型都有HOA
美國的房屋類型主要有三種：Single Family House(獨棟別

墅)、Town House(聯排別墅)、Condo(公寓)。除了Single Family
House(獨棟別墅)，沒有物業管理(HOA)，美國的新建住房很多都
有物業管理(HOA)。常見的Condo(公寓)或Town House(聯排別
墅)會設立此項，由它來負責公共地區的管理。

美國物業管理(HOA)數據顯示，到2012年，大部分美國居民

更傾向于獨棟別墅(Single Family House)，沒有物業管理的社區
，約20%的人會選擇住在有物業管理的Town House(聯排別墅)
或Condo(公寓)。所以你如果打算給一個Town House或Condo
下單(Offer)前，一定要聯繫HOA，並仔細閱讀HOA的條款。

Single Family House(獨棟別墅)：
業主可以享有比較大的居住空間和很高的獨立自主性，但

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像是除草鏟雪等，東西壞了也是自己找人修
理，加上美國的人工成本可觀，所以Single Family House的管
理及維修通常是屋主的一大夢魘。

Town House(聯排別墅)、Condo(公寓)：
可以幫你做了很多打理維護工作，但有的HOA經常還有

一些讓人難受的規定。例如有的HOA規定不容許出租你的房
子，有的HOA要求統一的外觀，有的還不容許安裝室外的衛
星天線。

物業管理收費及方法
美國物業管理的收費總類可以分兩種，月管理費和專屬費

用。大部分社區都是采取月付的方式，而專屬費用專用費是社區
為了某一特定的項目而向業主收取的額外費用，一般高端社區
用的比較多。

月管理費(Common Charges)：
每月從幾十美金到幾百美金不等，具體金額就要看區域和

服務，以及住宅面積。通常住的坪數愈大，費用也愈高。舊一點的
住宅費用也會比新住宅高，因為東西舊可能需要維修的頻率比
較高。一般的管理費會包括水費，公共區域清潔費，公共設施維
護費，積雪清理等，但這筆費用不包括在您每月的貸款裏，所以
是另一筆額外開銷。

專屬費用(Special Assessment)：
如果你所在社區的地下管道年久失修，需要一大筆資金更

新，這時社區的通常做法是向銀行申請貸款完成項目，然後要向
業主收取額外費用來償還貸款，期限一半是3-5年，收取的費用
根據設備價格而定。

中美兩地物業管理
面相對國內而言美國較高的物業費，很多人心存疑慮。但是

，專業化管理是美國物業管理最顯著的特點，業主的每一分錢都
會花得讓人心服口服，絕不冤枉。

關于業主物業費拖欠問題
中國——物業公司交涉、追討
不交物業費的業主，繼續享受服務以及公共設備，導致更多

業主也不交物業費，物業公司只有上訴程序追討物業費。
美國——強制繳費
如果有的業主拖欠物業費，業主委員會有權通過司法聽證，

將業主的產權進行拍賣，或是在業主將房產挂牌出售時，將房產
扣留，不允許出售，直至業主付清物業費。

有些州，例如德克薩斯州，業主委員會甚至不需要經過司法
程序就可直接將拖欠物業費業主的房屋進行拍賣。

總結說來，美國投資房產，選擇優質物業管理公司十分關鍵
。美國的物業管理和加拿大的物業管理類似，各個環節的法制完
善，其運作方式同任何企業一樣規範和專業。每個業主必須要交
納物業費；物業公司必須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把業主委員會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全力給予最精心的服務；業主委員會則保證業主
享受美好的生活良好的環境，爭取小區地產保值升值。(文章來
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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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在美國時如何管理美國房屋人不在美國時如何管理美國房屋？？

在美國絕大多數屋主都會買房產保險，許多房貸款銀行會
要求屋主在過戶前買好房產保險。專家建議，屋主每年應該細讀
房產保險的細節，或許可以有機會省下一筆錢。

法理上，在房貸付清前，房產實際上屬於房貸銀行所有，因
此房貸銀行為了要保護他們的產業，會要求屋主買房產保險。

住在消防站附近
這可能偶爾會失眠，但許多屋主不知道這能降低他們的房

產保險費。專家表示，臨近消防站是保險公司計算房產保險費的

因素之一。查看房產保險的細節和采取一些措施可以減少保險
費。

在一份針對1,001名消費者進行的民調顯示，「旅行家保險
公司」（Travelers Co.）發現，在2016年僅56%的受訪者至少每年
一次查看他們的房產保險細節，低于2015年的60%。該公司個
人保險部門副總裁Angi Orbann說：“他們可能錯過了許多節省
保費的機會。”

保險捆綁
另一個簡單的省錢方法是透過將多種保險捆綁（bundling）

在一起。也就是說，向同一家保險公司買一個以上保險，例如：房
產保險、汽車保險及租房保險等。insuranceQuotes在線保險公
司調查發現，通過捆綁多個保險，消費者每年平均可以省下314
美元。在一些州，捆綁折扣甚至更高，在路易斯安那州，消費者平
均每年可以節省584美元。

資深保險分析師亞當斯
女士說，捆綁其他類型的保險
，如壽險，也能獲得優惠。“給
一家保險公司更多的生意，他
們越有可能給你折扣。”

安裝可減輕強風損
壞的裝置

此外，改善房產品質，包括屋頂、門窗、電氣或管道系統也可
能有資格獲得保費折扣。許多業主忘了通知保險公司他們將住
家翻新。安裝防盜系統，特別是那種會自動撥打電話給警察局或
消防隊的系統，可享受5％至10％的保費優惠。

佛州一家房屋安檢公司哈吉女士說，在佛羅里達和其他沿
海州，如果屋主安裝可減輕強風損壞的裝置，如颶風百葉窗、耐
衝擊的門窗等，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屋主不吸煙
哈吉女士的客戶托尼•比蒂在佛州的Boca Raton市擁有

一棟22年屋齡的四居室房屋。在經過房產防風檢查後，每年節
省了2,400美元的保險費。比蒂女士表示，之前我們每年付6,000
美元的保險費，丈夫要我想辦法省點錢。

不同的保險公司會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保險費折扣，例如，屋
主不吸煙、使用綠色家電產品或建築材料等。(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買房時這麼做
可以省房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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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開始了，很多個人和家
庭都在制定年度計劃。如果你在今年
打算置業安家，美國哪些城市的房地
產市場在可負擔性和投資回報增長
方面是好的選擇呢？

據福布斯報導，談到房地產風險
和回報之間的權衡，美國南部城市和
一些東北部大城市看起來似乎是不
錯的選擇。無論你是安家置業還是選
擇出租物業，這些城市房地產投資在
可負擔能力和回報增長上具有優勢。

為了找出今年住房投資擁有最
大收益的美國城市，福布斯與北卡地
方 市 場 監 測 公 司（Local Market
Monitor）合作，追蹤了300多個美國
住房市場。對于每個地產市場，該公
司CEO Ingo Wizner對住房指標和更
廣泛增長趨勢進行分析，最終列出20
個值得在2017年或以後進行投資的
房地產市場。

Winzer說：“如果你打算通過購

買房屋或購買租
賃房產進行投資，
這些都是非常好
的市場。”“這些是
你可以投資的市
場，可能會得到一
個好的回報，不會
承擔特別的風險。
”

佛州
陽光州佛羅

里達有四個城市
上榜，比其他州都

多，且這四個城市都在前10名，其中
杰克遜維爾排名第2，奧蘭多位于第
3，西棕櫚灘排名第5，坦帕排名第 7。

Winzer表示，佛羅里達的持續實
力是榜單上的最大驚喜。該州在金
融危機期間，房市受到很大衝擊。
2015年，該州7個地產市場被低估了
20%以上，但是目前新建房屋的限制
和就業增長提高了現有住房的價值。

德克薩斯州
在這份名單上，德州達拉斯位居

第一。達拉斯平均房價為233,000美
元，這一數字比去年同期增長3.9%，
與該城市歷史平均水平相比，下降了
3%。地方市場監測公司預測，到2020
年，該市房價將上升31%，部分原因
是過去一年的就業增長3.9%，人口增
長6.2%。

除達拉斯外，德州還有兩個城市
上榜，僅次于佛州。其中沃斯堡

（Forth Wor）排名第 9，聖安東尼奧排
名第20。

德州沒有像其他州那樣遭受經
濟衰退和住房危機衝擊，意味著房地
產市場恢復更快；德州就業增長也超
過其他州和地區。

2015年，除佛州外，德州擁有的
就業機會和經濟適用住房導致更多
人從其他州搬到德州。奧斯汀排入了
2016年榜單，2017只是進入前30名，
因該市房價與一年前相比有點高估。

波士頓
無論在2017年榜單，還是過去其

他年份，加利福尼亞的舊金山和洛杉
磯，以及東海岸大城市如紐約和華盛
頓特區等均不會上榜，主要原因是這
些城市房價昂貴，不是投資首選。

但波士頓例外，在今年榜單排名
第16。波士頓平均房價為371,000美
元，被低估2%，而地方市場監測公司
預計，到 2020 年，該市房價將上漲
20%。

美國勞工部預測，在 2014 年和
2024年之間，波士頓的主要產業醫療
保健將成為該州最大的就業增長引
擎。波士頓房市略有低估，以及適度
的人口增長均會導致房價上漲。

此外，波士頓2.7%的人口增長率
迄今為止仍處于增長率最低的名單
中。

值得注意的新入榜城市
在今年的榜單中，有一半是2016

年未能上榜的城市，包括排名19的鳳
凰城，排名 18的亞特蘭大和和排名
20的俄州哥倫布。

Winzer表示，如果他在這些市場
上進行住房投資，會選擇哥倫布。他
說，沒有那麼多人在哥倫布投資房地
產，這就是為什麼在那裏買房，花原
本房價25%的錢就可以買到。他說：

“你可以在一個其他人沒有注意的地
方做一個很好的投資。事實上，這可
能是你做出的最好投資。”

以下是20個最值得地產投資的
城市
1、達拉斯，德州

人口：4,604,097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6.2%
平均房價：233,000（美元，下同）

2、杰克遜維爾（Jacksonville），佛州
人口：1,419,127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5.1%

平均房價：225,000
3、奧蘭多，佛州

人口：2,321,418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7.2%
平均房價：219,000

4、西雅圖，華盛頓州
人口：2,839,550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5.4%
平均房價：416,000

5、西棕櫚灘，佛州
人口：1,392,710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4.7%
平均房價：313,000

6、鹽湖城，猶他州
人口：1,153,340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4.1%

7、坦帕-聖彼得堡，佛州
人口：2,915,582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4.5%

8、納什維爾，田納西州
人口：1,792,647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6.0%
平均房價：249,000

9、沃斯堡，德州
人口：2,350,233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5.2%
平均房價：206,000

10、大急流城，密西根州
人口：1,027,703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3.2%

11、沙加緬度，加州
人口：2,244,397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3.6%
平均房價：291,000

12、夏洛特，北卡
人口：2,380,314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5.7%
平均房價：235,000

13、羅利，北卡
人口：1,242,974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7.1%
平均房價：254,000

14、聖地亞哥，加州
人口：3,263,431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3.6%
平均房價：436,000

15、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
人口：2,069,681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5.8%
平均房價：200,000

16、波士頓，馬薩諸塞州
人口：1,966,530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2.7%
平均房價：371,000

17、哥倫布，俄亥俄州
人口：1,994,536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3.9%
平均房價：207,000

18、亞特蘭大，喬治亞州
人口：5,614,323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4.7%
平均房價：213,000

19、鳳凰城，亞利桑那州
人口：4,489,109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5.7%
平均房價：243,000

20、聖安東尼，德州
人口：2,328,652
未來三年人口增長率：6.5%
平均房價：210,000
(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121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20172017年最合適買房的美國年最合適買房的美國2020個城市個城市
星期一 2017年1月30日 Monday, January 30, 2017



AA66美國生活

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美國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征
一、美國民族文化的特徵

美國建國才二百多年，是一個年輕
的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國家，具有鮮明
的文化特徵。
(一) 尊重個人的價值觀

美國建國之初，移民蜂擁而至，
豐富資源亟待開發，必須獎勵個人艱苦
開拓，獨立發展，堅信自我，尊重個人。
這種價值觀，逐漸形成美國民族的特殊
性格：即對自己命運和力量深信不疑，
把依靠自己作為哲學信條。
(二) 冒險創新精神

美國人的格言是：不冒險就不會
有大的成功，膽小鬼永遠不會有所作為
，不創新即死亡。移民美國的開拓者，面
對險惡的自然環境和待開發的豐富資
源，促使和培育了美國人頑強拼搏、艱
苦奮鬥、敢冒風險的性格。不僅在商戰
過程中，即使在文體生活中，他們追求
新奇刺激，參與環球探險，組織高山跳
水、滑雪，勇於向傳統和權威挑戰。因而
科技發明創新，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三) 自由、平等精神

美國是一個沒有經歷封建社會的國
家，受移民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的
影響很深，所以逐步形成一個崇尚自由
的社會。除執法機關與執法人員外，任
何機關與個人不得非法侵犯他人自由，
這就為個人的才能智慧的發揮開闢了
道路。美國人有一句格言＂一個人富裕
到什麼程度，就表明他的才能發揮到了
什麼程度＂。因為機會均等的條件下，
人的才能通常決定人的富裕程度。
(四) 實用主義哲學

美國人在開發這片富庶處女地
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有用、有效、
有利就是真理＂的理念。他們立足于現

實生活和經驗，把確定的信念作為出
發點，把採取行動當作主要手段，把獲
得效率當作最高目的，一切為了效益
和成功。
(五) 物質主義的追求

美國人評價一個人的價值時，主
要指物質價值。即以賺錢多少，作為評
價一個人社會地位高低的重要依據。
在美國社會裡人們積極進取，拼命工
作，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辛苦與智慧，
謀求事業上的發展。通過個人奮鬥，取
得成功，從低賤者變成大富翁，幾乎成
為美國式的信條。
二、美國企業文化
(一) 突出個人能力，尊重個人價值

與日本企業文化強調團隊精神不同
，美國企業文化不著眼於集體，而著眼
於個人，鼓勵個人努力奮鬥，突出個人
能力；企業內部充滿自由平等精神，個
人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革新和實驗
受到鼓勵；人們樂於求新求變，樂於開
拓冒險；強調個人負責，個人決策。根
據個人完成任務，盡責盡職情況，給予
個人獎勵。這些突出個人能力智慧的
企業文化，有效的調動人的積極性，激
勵了人們的競爭、創新和冒險精神，減
少了人際摩擦和能量內耗。

但易於削弱集體力量，影響相互
合作，使人們更多地將企業看作是個
人賺錢和實現抱負的場所，缺乏獻身
企業的歸屬感和集體榮譽感。
(二) 重視理性的行為方式。具體表現：

1.求實精神較強，形式主義較少。
企業內部人際關係講求實在，較少虛假
，溝通意見直接明確。企業質量小組
(QC)就信奉＂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只
要幹得有意義，有效果就好＂。企業有

較強的行動意識，既重言，更重實。樂於
實幹。

2.提倡科學與合理。重視組織機
構和規章制度的作用。比較重視硬性管
理。企業對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和各
種定量方法，計算機的廣泛使用。人們

在經營管理過程，尊重科學，
依章辦事，追求合理，較少受
人情關係的影響。

3.強調企業與員工之間
的契約關係。從實際需要出
發，招聘或解雇工人完全靠
合同契約維繫員工之間的關
係，較少考慮情面關係。這樣
做，雖有利提高效率，但影響
勞資關係。由於只重理性，不
重感情，企業內部等級較嚴，
剛性過份，柔性不足，往往壓
抑人的情感和創造力。近年
一些企業已開始改變對員工
行為的控制。強調＂獨立自
主＂，＂感情投資＂、＂協商
溝通＂、＂大眾參與＂、＂職

務擴大化＂、＂彈性工作日＂、＂動式
管理＂等，來實現硬管理與軟管理的結
合，發揮員工各自優勢。
(三) 堅持質量第一，顧客至上的經營理
念

美國有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有
極強的質量意識與顧客意識。政府鼓勵
企業提高產品質量，保護消費者利益，
依法嚴懲制假販假者。要求企業保護消
費者＂安全權、知情權、選擇權和意見
權＂。

1987 年美國政府開始設立＂國
家質量獎＂健全＂社會質量監督體系
＂。政府還協同社會團體，輿論工具，不
斷灌輸質量與人類生存的關係，以多種
方式，提高人們判別商品好壞的能力。
堅持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具體表現是
，在科學理論指導下，建立嚴格的質量
保證體系，如ISO9000質量認證體系等
。同時堅持＂顧客總是對的＂經營口號
，千方百計維護消費者利益。

美國人民是個勇敢而愛好自由的民
族。他們原本來自世界各地，是許多不

同的文化、種族和宗教，經過長時期的
共存結合而形成的，漸漸他們以身為美
國人而自豪。17世紀以前，北美廣大原
野僅有印第安人和愛斯基摩人居住，但
經過百餘年的移民，這裡已成為歐洲國
家人民的新家園，而其中最主要為英國
人所建立的13州殖民地，這13州殖民
地宣佈脫離英國而獨立。幾經協商與改
革，聯邦體制的美國，於法國大革命前
夕，正式登上世界舞臺。早期的美國很
歡迎外來的移民，這些移民使她迅速地
成長。美國人口，在1776年只有300萬
人，而現在則超過2億。在人口迅速增
加的過程中，新的生存空間，也跟著不
斷開拓，而方向則由東向西，拓疆的先
驅們不但從事農耕畜牧，也尋找礦產及
其它資源。到了20世紀，美國不但已成
為世界強國，並且也是科學、技術、醫藥
及軍事力量的先進國家。殖民時期以前
(1607以前)

在兩萬多年前，有一批來自亞洲的
流浪者，經由北美到中南美洲，這些人
就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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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舞會派對文化
1. Masquerade/masked ball 化妝舞會

化妝舞會絕對是反映美國校園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從《緋聞少女》到《吸血鬼日記》，編劇們無不
例外的抓住機會大做文章。神秘浪漫的舞會氣氛不僅為劇情升溫，同時更給了劇中男女主角大展魅
力的平臺。

2. Prom（美國高中的）正式舞會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a prom, short for promenade, is a formal (black tie) dance, or gather-

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t is typically held near the end of the senior year. At prom, a Prom Queen
and Prom King may be revealed. These are honorary titles awarded to students chosen in a school-wide
vote prior to the prom.

在美國和加拿大，prom（promenade的簡寫）指為中學生舉辦的正式舞會或聚會。通常在高中學年
即將結束時舉行（故常譯作“畢業舞會”）。在畢業舞會上，還會揭曉Prom Queen和Prom King的獲選
者。這兩個榮譽稱號的獲得者是畢業舞會之前在全校範圍內投票選出。

3. Pajama Party 睡衣派對

參加睡衣派對小貼士TIPS
(1)準確著裝。除了睡衣外，還要準備床上的公

仔或抱枕，最好再帶上牙膏牙刷啦！
(2)打破小圈子。不要因為別人或自己穿著睡

衣而害羞哦，只和認識的人交談是錯誤的。
(3)大方地表現自己。派對的環節、遊戲或話題

，不要只是縮在一邊看，而是要積極地參與。

(4)尊重他人。儘量記住別人的名字、如果別人穿的睡衣和打扮貼合主題的話，不要忘記讚美一聲。
4.banquet晚宴
5.house-warming party 喬遷派對
6.cocktailparty 雞尾酒會
7.luncheon午餐會
8.commemorativeparty 紀念宴會
9.wedding reception結婚宴會
10.birthday party 生日舞會
11.farewellparty 送別宴會
12.invitation card 邀請函
13.to be dressed up 整裝打扮
14.hoedown方形舞舞會

美國50號公路全程長度為853英里；即1373 公里•被稱為
“全美最孤獨的公路”，之所以被《生活（Life）》雜誌最早冠以此稱，
因它是美國最荒涼的公路之一，橫穿快馬遞送區，人煙稀少，有許
多印第安人部落，著名的死亡穀也在這條路當中，同時也可以帶
你走進美國最美的一些鄉村和文化遺跡。
公路規劃

50號快速公路雖然是“全美最孤獨的公路”，但西端是被稱為
“The Biggest Little City In The World（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的
裡諾(Reno)，附近的太浩湖是世界頂級的度假天堂，電影《教父》外
景地。1861年，一個名叫撒母耳蘭霍恩 克萊門斯（Samuellanghorne
Clemens）的年輕人在太浩湖邊住了一段時間，被美麗清澈的湖水
及參天的松樹所觸動，“注視再久，我的眼睛也不會覺得疲憊。”後
來，他成為維吉尼亞城《企業報》的編輯，並使用了馬克•吐溫
（Mark Twain）這個筆名。他的著作《苦行記》描寫的正是在內華達
的冒險經歷。太浩湖是北美地區最具勝名的滑雪勝地。到了夏季，
內華達又成為山地自行車、攀岩、徒步旅行、騎馬及高爾夫等運動
的樂園。

雷諾汽車國家博物館裡面珍藏了上千輛老爺車，第一輛奔馳車
的原形就在那兒。每年8月在雷諾有全美老爺車大展，大街上擺著
全世界各式各樣的老爺車，如果喜歡老爺車這個時間去最好。

離雷諾不遠的還有曾經全世界最富的城市維吉尼亞城(Virginia
City)，如今變成好萊塢外景地，可以在街頭體驗當年美國西部牛
仔的風情。1859年在維吉尼亞城發現了金礦時，礦工們找到了世
界上最大的銀礦。1992年，內華達州的產金量是全世界總產量的
60%。遊客們可以參觀那些保存下來的金、銀礦，瞭解採礦的艱難。
沿途風景

從西部向東，50號快速公路先後穿過法倫（Fallon）和勒亨坦山

谷（Lahontan Valley
）。

昔日被稱為“40
裡沙漠”的區城中，
這裡是首先獲得水
的地段，成為土壤
肥沃、產量豐富的
農牧場地。每年 9
月舉辦 Cantaloupe
Festival，5 月 舉 行
Fallon Air Show，以
及 7 月 All-Indian
Stampede 和 Pio-
neer Days 等活動。
法倫海軍航空基地
（Fallon Naval Air
Station）更是超級海軍戰鬥機作戰學校的所在地，也是Top Gun
射擊比賽的新基地。

Grimes Point考古遺址位於法倫以東，山上有許多繪有圖畫的
大圓石，這種“岩畫”藝術是8000多年前當地居民的文化遺物。再
向東走，首先會到達奧斯汀（Austin）等礦城，它是由以前的快馬遞
送員發現的。然後是1870年代盛極一時的礦城尤瑞卡（Eureka），如
今則成為保留良好的歷史小鎮。

到尤瑞卡後可在傑克遜旅館（Jackson house）住一宿。原建於
1877年、之後又經重建的傑克遜旅館提供經濟的兩臥兩衛套房，
還有陽臺可望街景。重建于1991年的尤瑞卡歌劇院（Eureka Op-
era House）的宴會廳是團體表演的最佳場地。

再向東就到了伊萊（Ely），這個昔時的銅礦城內有兩座鐵路歷史
博物館，還有一座博物館展示採礦和早期墾荒者的生活方式，可
以搭乘燃煤蒸汽火車。火車迷還可以在這條長達14裡的上下山途
中，過足火車工程師的癮。此外，在維吉尼亞城也保留著舊時的火
車供遊客乘坐。遠東與西方的邂逅在19世紀中期由中國勞工所建
造的鐵路將許多金、銀礦與加工廠連接起來，跨越北內華達州的
橫貫大陸的鐵路帶來了更多的新移民。

伊萊也是進入遊客稀少的大盆地國家公園內的李曼洞（Lehm-
an Caves）的必經之地，你可以盡情探尋特殊石塊造型的奇景。盤
根錯節的古老Bristlecone松樹，年代溯自舊約聖經所記創世紀年
代後的第700年。精心設計的健行山徑不僅可以引你到達清涼的
湖水，還會帶你到惠勒蜂（Wheeler Peak）常年積雪的山頂。

美國美國5050號公路號公路：：全世界最全世界最
孤獨的公路孤獨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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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88美國生活

帶孩子去旅行要帶孩子去旅行要
準備什麼呢準備什麼呢？？((上上))
【 來 源:https://www.guruin.com/arti-
cles/10 豆豆媽咪】
旅行計劃

1. 切記- 帶著娃旅行計劃一定要
輕鬆再輕鬆
做旅行計劃的時候，一定要放低期望
值。如果你在沒有孩子的情況下去這
個地方，要cover的景點和玩樂項目是
10的話，那麼帶著娃你就隻能計劃5，
甚至 3-4。會有很多意外情況讓你不
得不取消某個行程，或者放慢某個行
程的腳步。孩子病了，累了，哪怕僅僅
是情緒不好了，你都不會再有興致走
下去的。

2. 訂酒店的時候要選適合家庭和
孩子的

A. 如果酒店有包早餐就最好，如
果沒有的話，也可以問問酒店是不是
願意給孩子提供免費的早餐。有些酒
店是願意提供的，因為單獨給孩子付
早餐錢，如果早餐是Buffet形式的是很
不劃算的，他們可能隻吃一點點。當然
，很多buffet餐廳對於一定年齡以下的
孩子是免費開放的。我自己的經驗是，
可以帶一些簡單的零食；或者看酒店
走路距離有沒有類似星巴克這樣的連
鎖店，可以帶孩子去那裏吃簡單的早
餐。

B. 問清楚酒店有沒有免費的Crib
提供（大部分酒店應該都有）；如果孩

子已經比較大，或者孩子不喜歡自己
睡 Crib, 我自己的習慣是訂兩張床的
房間或者有折扣的時候訂套間。一般
家裏隻有一個孩子的，出門會一家三
口訂一個 king 大床房，但根據我個人
經驗，這樣很有可能大家睡不好

C. 最好找房間裏有簡單廚房的，
最差也要帶小冰箱。倒不是為了要省
錢，而是有的時候你帶著一個疲憊的
孩子去一個餐廳吃飯，也會是很糟糕
的體驗。與其痛苦地吃完一頓飯，其實
很可能是食不知味，還不如回酒店讓
孩子休息，然後媽媽可以煮一點簡單
的食物，一家人輕鬆地填飽肚子。

3. 長途旅行之前帶孩子去見兒科
醫生
這一點很多家長都會忽略，我是非常
建議在長途旅行，尤其是要去另一個
國家的一兩個月之前帶孩子去見兒醫
的。除了醫生可以給建議帶哪些常備
的藥之外，還有疫苗的時間問題: 剛好
趕上要打某種疫苗，是要提前還是推
遲呢？目的地會不會正好有某種傳染
病在流行，有什麼預防措施可以做呢？
還有一些很多家長可能不會問的，但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孩子的血型細節；
如果孩子有某種疾病，那麼目的地有
沒有這方面的兒科專家可以以防萬一
的。

4. 簽證準備

就算孩子才出生一個月，如果要去另
外一個國家，很有可能也是需要護照
和簽證的。所以一定不要忘記在出行
之前準備好目的地國家需要的入關文
件，而且一定要留出比較富裕的時間
提前去申請。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
要求，有的可以找旅行社代辦，有的可
能要申請者親自去使館/領館。一定要
研究清楚，提前辦，不要等到臨上飛機
才發現證件不足。

5. 相關文件準備
還有很多其他可能會被要到的文件，
尤其是跨國旅行會要的。例如：如果孩
子是你收養的需要收養證明材料；如
果是父母的一方帶孩子出去，除了需
要孩子的出生證明之外，可能還會需
要另一方的書面同意書。

6. 給孩子做心理建設
如果孩子還很小，倒是不需要什麼預
先告知，反正說了孩子也不懂。但是我
認為隻要孩子超過 2 歲，基本可以聽
懂家長說話的時候，多多少少都可以
做一些旅行前的鋪墊溝通。例如告訴
他們將要去哪裏，會去做些什麼，會很
好玩啊之類的。對於大一點的學齡的
孩子，還可以請他們參與到準備工作
中來，例如可以讓他們自己打包自己
的物品啊之類的。
旅行途中

1. 童車是一定要帶的
在我看來，童車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
了！如果孩子還小不會走路，那自然是
不用說的；就算孩子已經長大會走路
了，帶上童車也是很有必要的（當然如
果10幾歲了，很多童車也坐不下了吧

）。一個三四歲的孩子，雖然會走路，
但是能走多久呢？很有可能發生的情
景是，孩子走了半個小時，告訴你他/
她累了，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後麵
的行程可能還要走兩個小時，一想到
要扛著一個 30 斤以上的孩子繼續步
行，我就哪裡都不想去了。所以，強烈
建議，只要你的孩子還能被塞進童車，
就一定要帶一輛童車。

2. 記得帶一個兒童背帶
如果帶著還不太會走路的小小孩出門
，那麼兒童背帶簡直就可以被評為神
器了！我女兒 13 個月的時候，我們帶

她坐長途飛機回中國
，走之前我們做了很
多研究，但是情況還
是比我們想像得要糟
糕。去的路上，她幾乎
對一切都不適應，非
要爸爸抱著她一直在
飛機的走廊裡面晃悠
。幸好我們帶了一個
兒童背帶，緩解了一
下壓力，雖然還是很
辛苦，但是比抱著還
是強太多了！

3. 帶幾條多功能
毯子
毯子無論是在旅行途中還是在目的地
都會很有用，對於在爬行階段的孩子，
可以作為爬行毯，隨時找一個地方鋪
下，讓孩子在上面玩；孩子睡覺的時候
，無論在哪裏，都可以蓋上一塊毯子以
防著涼；甚至可以帶一塊塑料毯子，在
孩子吃東西的時候鋪在地上。

4. 跟喝奶相關的物品一定要備足
如果孩子還是在奶娃娃階段，那麼去
旅行一定要備足喝奶相關的物品，包
括多個奶瓶，奶粉，液體奶，溫奶器，奶
瓶消毒器，備用的衝奶粉的溫水等等。

5. 孩子的換洗衣服要備足
帶小朋友出遊一定要備足孩子的換洗
衣服，一來可以應對孩子旅途中的各
種意外情況，二來如果所住的酒店洗
衣服不方便，也會有備無患。

6. 帶上孩子最喜歡的小玩具或者
毯子之類的物品
對於 5 歲以下的孩子來說，如果要在
外面過夜，能帶上他們平時喜歡的一
樣玩具或者是一條小毯子可以大大增
加他們的安全感，同時也可以降低他
們在外麵入睡的難度。

7. 帶上 Ipad 或者便攜式 DVD 播
放器
在一般情況下，我是不建議讓孩子接
觸太多電子屏幕的，對視力發育和保
持無益。但是如果是在外旅遊，Ipad，
DVD播放器或者是智能電話，可能都
會派上大用場。孩子在飛機上吵鬧，在
餐廳裏不配合，都可以使用一下我們
平時不常拿出來的電子武器。

8. 坐飛機旅行要注意的問題
A. 孩子要不要單獨買票，一般來

說在美國，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航班，
2歲以下的孩子是可以不單獨買全票
的，隻需要一個所謂的lap seat, 意思是
坐在父母腿上；Lap seat對於除了童車
和安全座椅之外的行李有什麼樣的限
製，一定要提前跟航空公司或者代理
核對清楚。一般航空公司都會允許孩
子帶安全座椅和童車上飛機（免費或
收取一定費用），但是不同的航空公司
規定還是會有些不同，某些廉價航空
公司可能會有特殊規定。

B. 如果你是某個航空公司的會員
，一般的航空公司都有專門為 VIP 會
員準備的休息室，帶著孩子時如果能
在休息室裡面等待登機就最好了。

C. 大的行李自然是要托運的了；
但是一定要特別注意要坐的飛機所屬
的航空公司對於手提行李的規定，臨
行之前要確定可以帶幾件手提行李，
對大小和重量有什麼樣的限製。通常
對於能帶上飛機的液體和類似液體的
物質會有限製，但是跟孩子相關的飲
用水，液體牛奶，液態的嬰兒食物，以
及孩子在飛機上需要用到的護膚品，
會有一些通融。比如，你如果帶一個密
封的袋子裡面裝有孩子在飛機上要喝
的牛奶，可能安檢人員確認之後就放
行了。但是我會建議盡量帶奶粉，或者
是小包裝的比如2oz裝的液體奶，孩子
要用的乳液之類的也盡量用小瓶子分
裝來避免在安檢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
問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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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孩子去旅行要帶孩子去旅行要
準備什麼呢準備什麼呢？？((下下))

D. 提前check-in，選座位
有 很 多 航 空 公 司 可 以 提 前 online
check-in, 選座位。通常帶孩子的話最
好選飛機上有幾個空間比較大的座位
，現在有不少航空公司把這種類型的
作為定義成Economy Plus收取一點額
外的費用；如果孩子有獨立的座位的
話，普通的座位問題也不大，但是最好
選進出方便的，這樣孩子坐不住或者
要上廁所的時候都會比較方便。提前
在網上Check-in的好處是，登機當天
在機場不用拖著孩子排長隊。
E. 預訂飛機上的搖籃
如果是帶著小baby坐飛機，飛機上時
間比較長的話，我會建議預訂一個搖
籃，這樣孩子在飛機上可以平躺下來，
大人也會比較舒服。但是飛機上的搖
籃一般都很小，如果孩子超過6個月，
就會不舒服了。而且在預訂機票的時
候，通常不會讓你訂搖籃，搖籃需要提
前直接跟航空公司預訂。
F. 飛機上注意孩子的耳壓
我們大人坐飛機的時候都會在飛機起
飛和降落的時候感覺到不舒服，小孩
子就更要注意了。好幾次我都聽到嬰
兒在飛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大哭，多
半是因為耳壓的問題。我們可以在飛

機起飛和降落的時候讓孩子喝水，或
者給安撫奶嘴，如果都不行的話，可以
給孩子按摩一下耳朵後面，也會有幫
助的。
G. 鼻子太乾的問題
機艙裏通常很乾燥，小孩子容易鼻子
乾甚至脫水，所以一定要讓孩子多喝
水，並且準備好棉花棒，隨時可以蘸水
幫孩子濕潤鼻腔。
9. 坐火車或大巴旅行要注意的問題
A．訂票的時候可以多問一下有沒有
家庭折扣或者給小孩子的折扣
B．在車上不要讓孩子亂跑，以免找不
到人
10. 自駕遊要注意的問題
A. 一定要用安全座椅！不管你所在的
地方法律規定有多鬆，我都會強烈建
議一定要用安全座椅，這真的是為了
孩子的安全著想！

B. 多裝一個後視鏡用以觀察後座孩子
的情況，尤其是在隻有一個大人的情
況下。
C. 一定要給孩子帶一些他/她感興趣
的玩具，書或者是音樂。不能讓孩子在
車上覺得無聊，尤其是如果要開 2 個
小時以上的車的時候；如果他們開始

無聊了，司機就會很煩惱了！
D. 如果旅程超過1個小時，就要
預備出中間停下來休息的時間，
因為孩子很容易覺得無聊覺得
累；如果是已經脫了尿布的孩子
，還要隨時準備他們需要停下來
找地方上廁所。
目的地相關
1. 健康衛生相關的注意事項
A.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一定要記
得每天至少給孩子準備兩身換
洗衣服，而且要是容易吸汗的材
質，例如全棉。去哪裏玩都要注
意防曬，帶上帽子，塗上兒童防
曬霜；孩子的眼睛也很敏感，所
以如果要暴露在陽光下，一定要
給孩子準備太陽眼鏡。
B. 盡量不要讓孩子喝直接從水
龍頭出來的水，雖然在美國很多
地方這種水也是符合飲用標準
的，但是去旅行還是小心為好，
盡量喝瓶裝水。

C. 帶上一些兒童常用藥: 退燒藥，感
冒藥，過敏藥。
D. 在外面吃飯的時候，盡量選擇流動
率比較高的餐館，尤其是如果目的地
的衛生條件不是很好就更要注意；盡
量不要吃自助餐，就怕萬一自助餐的
食物放在那裏被蟲子叮過了。
E. 孩子比大人更容易脫水，出門在外，
一定要讓孩子多喝水；如果是小嬰兒，
要每天注意baby有沒有足夠的尿尿。
F. 不要說孩子了，大人在外面旅遊都
很容易出現便秘的問題。如果孩子出
現這個問題，除了多喝水之外，還可以
做的事有：按摩肚子，用一點凡士林按
摩肛門，喝少量的植物油等等。
G. 如果是去熱帶地區或者衛生條件
相對較差的地區，還要注意防蚊叮蟲
咬。除了兒童可以使用的防蚊水之外，
還可以用一些比較安全的方法，比如
自帶蚊帳在Crib上使用；給孩子穿全
棉或紗質的睡袋，在睡袋上稍微用一
些防蟲水。還可以帶一些小蜜蜂紫草
膏類的比較安全的藥膏，萬一孩子被
咬了，可以塗抹。
2. 檢查旅館的房間
孩子的安全永遠是旅行中最重要的一

件事，所以在入住任何
一個旅館之後，都要檢
查一下旅館的房間。門
鎖好不好啊，有陽台的
話看看陽台是不是安
全（會不會有小孩子不
小心掉下樓的隱患），
要帶一些絕緣膠帶把
暴露在外面的插頭或
電線封起來。當然啦，
一定要提醒孩子，不能
自己隨便開熱水。
3. 合理安排徒步或者
騎車的路程
千萬要記得孩子是很
容易累和覺得無聊的，
所以如果行程中有徒
步或者騎車，一定要考
慮最小的那個孩子能
夠完成的量，或者是做
好扛著孩子走的準備。時間的預算要
做得比較寬裕，因為孩子不可能根據
一個既定的速率去完成一個行程，他
們很容易在途中被某個東西吸引就停
下來看一看玩一玩。通常要帶著孩子
走的話，最好選擇一些景色和活動多
樣化的路程，比如沿途有湖，有小池子
，他們可以停下來玩玩水甚至遊泳一
小會兒之類的。
4. 給孩子穿衣要採用多層原則
出門在外給孩子穿衣服最
好採用多層原則，這樣冷
了可以穿，熱了可以脫，隨
時可以根據溫度和孩子的
情況改變策略。
5. 給孩子留下美好的記憶
我們帶孩子一起去旅行，
除了無奈非要帶著外，總
也想給孩子增長點見識，
留下點旅途中美好的回憶
。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裏路。我們可以做一
些事情，讓孩子們的記憶
一直延續到他們長大成人
。
A. 每到一個地方，就買一
張明信片，在背麵讓孩子
自己寫或者幫孩子寫一句

話，記錄日期和孩子的年齡。
B. 也可以給孩子收集每個地方都有的
紀念品，比如有一陣子我自己就收集
各地的星巴克杯。
C. 如果孩子已經開始自己記日記了，
那麼要鼓勵孩子在旅行途中也每天堅
持記錄。
D. 給孩子買當地的玩具，除了當作紀
念品外，孩子通常也會比較喜歡玩當
地孩子在玩的玩具，這樣有時候還能
幫他們交到當地的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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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即將投資移民到美國
為主的發達經濟體的、富裕的
中國人群而言，不管在中國多
麼富有，移民之後要麼成為這
個國家（美國）稅務體系的受益
者，要麼就會成為這個國家（美
國）稅務體系的受害者。

近幾年，中國投資移民美
國的人數迅速增長，可謂“觸目
驚心”。從2010年獲得EB-5有
條件綠卡的772人，到2012年
的6，124人，短短兩年就 增長7
倍；從2011年起，中國人成為美
國第二大海外房地產買家；過
去一年投資於美國房地產的資
金總計約 150 億美元；在 2013
年美國頒發的投資移民簽 證
中，中國人占比到達了75%；儼
然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的人才
和錢財最大輸出國。然而，有人
哀嘆：中國富人移民美國是飛
蛾撲火。

理由一：眾多美國本土富
人放棄美國國籍

美國本土國民，放棄美國
國籍的人數從2008年的235人
上升到了2011年的 1780人，這
其中還不包括放棄綠卡的永久
居民人數。截至到2013年 12月
的過去一年裏，美國本土有超
過2，318名富裕的美國人卻放
棄了中國富豪階層認為的“香
餑餑”——美國護照。

可現實情況是，對於華人
富豪來說，美國國籍如今變成
了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
裏面的人卻想出來。這與十年
前的心態截然不同，當時移民
美國是許多中國 有錢人的終
極夢想，而現在他們並不這樣
認為了。糾結的不僅是華人，事
實上，各個族裔的美國富豪都
正在逃離美國。這其中包括：

約翰•多蘭斯三世是金寶
湯公司的財產繼承人，2012年

以 24億美元財產登上全球富
豪榜，現已放棄美國公民身份
移居愛爾蘭。

愛德華多•薩維林，Face-
book 聯合創始人之一，截至
2011年 1月 4日，他擁有Face-
book百分之五，價值12億美金
的股份。2012 年，薩維林趕在
Facebook 上市之前放棄美國
國籍，成為一名新加坡公民。

美國人所熟悉的美國風險
投資家吉姆•羅傑斯，也在幾
年前放棄了美國國籍，移居新
加坡。

理由二：美國的福利政策
偏向弱勢群體 富人要交
更多稅

很多中國富豪可能對各
國投資移民政策等不是很了解
，而當中介公司推薦美國投資
移民（EB-5）時，告訴富豪說移
民美國投資金額少、審批快，關
鍵是福利 高、無移民監等。然
而事實正相反。不管是美國、澳
洲還是加拿大，公共福利政策
更多是保障低收入家庭、殘疾
人士、有工作能力障礙的人群
的；就連美國總統競選 時，奧
姆尼和奧巴馬都把“社會福利”
作為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議題
進行討論的。

為什麼一個生活在中國消
費頂層的富有人士，會以美國
給予中 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作
為自己和家庭選擇移民與否的
判斷標準呢？相反，移民者的財
富規模越高，所負擔的社會責
任越大，越要繳納更多賦稅資
金來支撐這個保障“貧 窮”人
群的福利制度；在美國及澳洲
等發達經濟體，中產及以上收
入人群，更多的是購買私人保
險來實現更加完善、卓越的醫
療和社會保障的，而非單純依

靠這個國 家的公費醫療的福
利制度。即使不移民，通過購買
私人保險，在美國生活的中國
人依然可以獲得比美國本地人
更加優質的醫療保障和服務。

理由三：富人子女大多不
讀免費公校

中國的富豪移民美國後，
他們的子女會去讀美國的免費
公校嗎？答案是否定的，絕大多
數都去了學費高昂的私校了，
這和父母是否具有移民身份幾
乎沒有關系。所 以，很多中國
移民家庭被移民中介的“為了
子女教育考量“的說辭“忽悠”
了。即使不移民，只要出學費一
樣可以享受優越的、等同國民
待遇的美國子女教育。

理由四：在美國再創業中
國富人大多沒有競爭力

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公司
和海爾、聯想、華為等公司在美
國的成績與自己類比；如果作
為中國的企業家或者公司而言
，沒有獨立的知識產權、高精尖
技術、壟斷性資 源打底，就不
要輕易在美國再次創業了；過
去靠產品價格便宜、勞動密集、
勤勞致富的道路已經在美國市
場走到盡頭了，而技術創新、盈
利模式創新才是贏在美國的
關鍵。問題是要在美國創業的
移民者做好準備了嗎？

理由五：尋求資產安全與
美國移民身份無關

投資美國也好，澳洲、加
拿大也罷，全球資產配置對於
中國財富人群的個人而言，是
為了建立更加穩健和安全的個
人及家庭財富金字塔，直接應
用海外成熟的財富 傳承制度、
離岸資產的信托和保險架構等

，更加高效的實現財富在子孫
後代的繼承和傳承；而對於財
富人群的企業和公司而言，離
岸資產配置是為了在國內的事
業和 企業之外建立一個可以
風險對沖的離岸資產避風港，
一個可以獲得更多融資渠道、
做金融資產儲備和抵押的硬通
貨，甚至是為海外 IPO 和並購
鋪橋搭路的信用積 累。而要實
現所有這一切，都和投資者的
移民身份沒有關系。

理由六：移民政策的本質
是不平等的交易

移民政策的本質，是移民
國家和移民者及其家庭兩者之
間達成的雙向交易。這個交易
是合法的，但實質內容卻是不
平等的，即中國的移民家庭在
這個移民國家（以 美國為例）
的付出一定高於這個國家綠卡
對移民家庭的給予，這才是這
個移民國家制定移民政策的本
質所在。為了剝削中國技術性
人才的智力，才會有美國、加
拿 大、澳大利亞的技術移民配
額；為了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
力，才會有新加坡、北美國家對
中國的勞務輸出；為了“掠奪

“和吸納中國富人的財力才會
有今天的美國 EB-5、加拿大的
80萬投資移民及澳洲500萬大
額投資移民的政策。

理由七：移民美國不利於
富人財富的傳承和守護

這一理由體現為以下4點
：

1、美國稅法對所有的美國
護照持有者和居留權身份的人
士的全球資產進行征稅，即使
移民者的資產在中國；因此，獲
得美國綠卡、但事業和資產依
然留守在中國的人士將面臨美

國和中國（在中國獲得了收入
的資產部分）雙方稅務部門的
追繳；

2、投資美元計價的、比北
京房價還低廉的美國房產固然
不錯，但不了解美國房產走勢
和投資市場分析的盲目房地產
投資才是最可怕的。請一定尊
重這樣一個事 實：美國國民持
有的最多、占比最大的—43%
的金融資產不是房地產，而是
股票；（通過401K的股票和基
金組合的退休計劃，讓60%的
美國國民可以安然退休了）從
道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的
過去24個月的表現來看，美國
是一個股票 創富、守富、傳富
的金融市場，而非中國富人熱
衷的美國房地產市場。

3、美國置業和房地產投資
門檻低，但維護費用卻很高；
美國是對土地和建築物價值都
征稅的國家，52個州的征稅標
準不一，平均在 2%-3%左右，
而中國富人喜歡的加州恰恰是
位列美國房產稅最高10個州之
一；且 由於無法獲得美國銀行
的購房貸款，很多不差錢中國
富有人士都一次性支付房款，
由此產生的租金收入都要繳納
30%—33%的個人所得稅；“錢
多人傻“的中國 富人的美國身
份還沒有獲得，就已經開始為
美國稅務局做貢獻了。

4、高額的遺產稅，讓美國
的富人望而卻步；目前美國的
遺產稅的征稅稅率在18%-45%
，雖然免征額提升到了525萬
美元，而對於那些千萬富豪和
億萬富豪而言，依然就像是在
割身上的肉；而相對於國 內的
即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有階層
，在美國各種賦稅的“盤剝”之
下，很可能是富不過三的現實
驗證版。

理由八：移民中介公司內
幕 移民國家推薦完全基
於傭金

多數移民公司在國內進
行的移民國家的推薦，是基於
傭金的多少、中介費用支付的
金額、傭金回款的速度來決定
的；而非根據移民者的家庭背
景、財富規模、子女 的教育規
劃、家庭生活和投資目標來進
行量體裁衣的移民規劃；讓移
民家庭基於錯誤的、過時的信
息和未知的事業憧景下做出了
可能和自身財富規模、生活目
標、投 資目的不相匹配的移民
目的地選擇。

舉例而言，去年風風火火
的歐洲“豬”國們，如希臘、塞浦
路斯、葡萄牙、西班牙等，為了
套取中國富人的財力，解決自
身經濟瀕臨破產的窘境而紛紛
推出“買房移民”的政策；而時
至今日，又有多少家庭因為擁
有這些國家的綠卡而雀躍呢？

結語：
投資移民國家的選擇不

僅僅是身份和生活地點轉換的
選擇，更重要的是資產配置、財
富傳承、稅務繳納和稅務抵扣
方式發生改變的抉擇；對於即
將投資移民到美國 為主的發
達經濟體的、富裕的中國人群
而言，不管在中國多麼富有，移
民之後要麼成為這個國家（美
國）稅務體系的受益者，要麼就
會成為這個國家（美國）稅務
體 系的受害者；可怕的是，在
這場資本博弈、稅務利益爭奪
的無硝煙的戰爭中，有些美國
人坦然的放棄了、離開了，而中
國的富有階層還沒有明白和為
此做好準備。

透徹分析
勸富人別移民美國勸富人別移民美國

八個理由八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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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学者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得出结论称，对婚姻期

待值过大更容易导致婚后很快离婚。

美国学者们对130对夫妇进行了为期4年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向他们

提出各种有关对婚姻的期待、对家庭生活满意程度、克服困难的能力等

问题，并记录成视频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很多人期待与现实生活不符

的婚姻生活，并且离婚的情况不少。原因是期望另一半承担责任，而不

想共同解决问题或矛盾。

学者表示，维持婚姻的最佳方法是对话。夫妻应该公开讨论所有问题

，并表现出真实的情感与愤怒，而不是把它们积累起来。

女性最討厭男性十大用語女性最討厭男性十大用語，，你說過沒你說過沒？？

前段时间的3月8日女人节，一项统

计调查让不少被称作情商低的“直男癌”

们躺著中枪。因为一不小心，自己对女

朋友或妻子常说的话顺利入选女性最讨

厌十大用语。最让广大男人们想不到的

是，排名第一的竟然是颇具暖心属性的

“多喝热水”。这下，男人们炸锅了：

做男人太难了，说什麽都不对！究竟是

女人太感性还是男人太现实？记者昨日

调查发现，对于这份调查并非女性都这

麽看，所以说那些在女神节“放过血”

的男人们可以稍微心安点了。

真相

女性需要的是情感交流

“感冒让多喝水，‘大姨妈’来了

也是多喝水，不高兴了多喝水，热了多

喝水，冷了多喝水，水是万能的啊？”

小小是众多90后中的一位，就在前段时

间还和闺蜜讨论过男友说话得去治病的

毛病。在小小看来，多喝点热水属于典

型的只会说不会做的。这句话和“吃了

没”“早点睡”一样都是太过敷衍。以

前不是有句话叫做女生问“你在干吗”

就是“想你了”的意思吗？同样的，当

她抱怨说冷了感冒了的时候要的是你切

切实实的关心、实实在在的行动。

因此，在不少女性看来，“吃了没”

“早点睡”美其名曰关心，其实就是和

早上好、晚安一样的礼貌用语，“感觉

一点都没有温度！”记者的另一位女生

朋友如是说。还有一种则是会让人气不

打一处来的，“他们那样的话，明显不

是讽刺就是逆反心理！”譬如“呵呵”

“随便”“你忙”“你又怎麽了”，

尤其是那句“都是我的错”，女生朋

友普遍的感受是，“感觉是我们逼他

们逼到没办法了，被迫认错呢，谁听

了高兴呀！”

不过男人们不要觉得不说这十句就

跳过了雷区，会惹女生们不高兴的话还

多著呢，譬如这项统计刚一齣炉，大家

就纷纷在后面留言补充，不过和这十大

不少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譬如“不

是早和你说过吗”“无所谓”“你自己

看著办”“你想多了”“你要这麽想我

也没办法”以及各种语气词“嗯、哦

……”男同胞们，要想成功哄好女朋友

和老婆，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哟。

对此南京晓然心理谘询的心理专家

认为，女性真正需要的是情感上的交流

，男女相处时，如果希望关係融洽。男

性不妨改变下自己日常的说话习惯，不

要直来直去，哪怕绕弯子最后回到你要

表达的意思，但在女性看来，你是和她

一起思考、交流过，而不是应付差事。

焦点

怎麽说话决定是暖男还是直男癌

“多喝热水、你又怎麽了、呵呵、

以后再说、都是我的错、随便、还在吗、

吃了没、你忙、早点睡。”就是以上这

十组词彙，可以说自从这份调查发佈，

除了暖男们还可以暗自窃喜，大量所谓

被形容为大男子主义，情商低的直男癌

们估计这些天来觉都没睡好！因为这十

组词彙从字面上看大多数都具有关怀性

质，个别词彙甚至在处理男女关係时有

“自降身价，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姿态

，但依然被受调查女性不依不饶地列入

不欢迎用语。从这一点上说，那些平时

喜欢甩狠话的男性是不是牙都要笑掉了

。

在宁南一家软体公司被称为“码男”

的张硕是少有的工科幽默男，人缘极好，

尤其是女性。在张硕看来，自己平时的

言语丝毫没有暧昧或献媚的意思，只不

过把话换个方式说。自己说得开心，听

的人也满意。“就像是看到美女，大家

都习惯惊叹啊，打招呼啊，但都是这样

别人也就习惯了。”如果换成自己，就

会是另一种模样。“哇，你今天的粧是

不是化得也太重了？”“我没化粧啊！”

“没化粧也能这麽漂亮？”

但如果换成是情商低的所谓直男癌，

前面说的再漂亮，不抵你后面多半会说

的一句话：“呵呵，谁信啊！”从这一

点就能看出，都是同样的话，但怎麽说，

在什麽情况下说很重要。会说话，情商

高的男性会被女性称呼为暖男，不会说

话，情商低的男性则被多半形容为大男

子主义。所以在很多人眼里，这种“直

男癌”就像是病，得治。不然，好好一

句话能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圈氛围十分

尴尬。

镜像

男性也有十大讨厌女性用语

昨天，这份以女性角度立论的调查

报告一经公佈，不少男性在朋友圈也炸

了锅。“光关心还不行，还得会说话，

这当男人也太难了吧。”“还最讨厌男

性十大用语，我们也能总结个最讨厌十

大女性用语，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对

于这份更多像是在代表女性向告诉男性

应该怎麽做的调查，可以明显感觉到，

凡是反应激烈的男性，多半是情商低的

直男癌。

不过，记者在网上搜了搜，还真有

男性最讨厌的女性用语名目。比如“我

不喜欢你找别人啊”“这两件衣服哪件

好看”“我要减肥，可我又饿了，怎麽

办。”“心情不好，没有为什麽”“你

看看××男朋友，再看看你”“你太不成

熟了”“我妈说了”等。採访中，部分

婚后当了妈妈的女性也表示，婚前婚

后，无论男女，在说话、做事方式方

面或多或少和恋爱时会有变化。在这

一群体看来，她们倒不会在意调查统

计的十大讨厌用语，而是老公的另一

些话。比如“你记性怎麽这麽差，我不

是和你讲了吗”“家务我不会干，我搞

不好”“不就是玩个游戏(手机)吗，至

于嘛”“你以为我上班没压力啊，回来

还跟我讲这麽多”“不就是和兄弟去喝

个酒吗”“女人不都要生孩子吗？有那

麽痛吗”……

如此看来，无论热恋成家还是学习

工作，只要是有男女性别差异的地方，

都会有对相互间语言表达方式的要求。

如果自己很介意这些方面的话，不妨也

多自省下自己，是否也有在异性看来不

喜欢的说话、行为方式。其实，解决起

来也不难，心理专家就表示，只要双方

能多沟通交流，多为对方想，让这些讨

厌用语变成喜欢的字眼也未必不可能。

喊冤

婚后女人的心思更难懂

结婚之前的热恋期间，杨先生和女

友(现在的老婆)一个电话就能聊上一个

小时。如今，两个人的婚姻已经步入第

七个年头。用杨先生的话说，“该聊的

好像都聊完了。”和许多夫妻一样，自

从宝宝出生后，全家人的心思似乎都放

在了孩子的身上。“偶尔也会吵架，但

是那种天翻地覆的吵架几乎是不存在了

。”杨先生说，有一次妻子发烧，杨先

生就和这条微信里说的一样，让妻子多

喝点水。没想到的是，妻子却发了火，

反而责问杨先生，“喝水有啥用？”为

此，妻子甚至和他冷战了两天。这究竟

是怎麽回事？杨先生半天没想通。

昨日，杨先生特地把这条微信发给

了妻子陈女士。看完“女性最讨厌男生

说的话”，陈女士哈哈大笑，说里面10

条，最起码中了5条，这5条就是“多喝

热水”“你又怎麽了”“以后再说”

“都是我的错”“随便”。陈女士还特

地就其中两条进行了案例剖析点评。

“上次我生病，你让我喝热水，可是没

见你主动把热水倒好给我啊，我要的是

实际行动。”陈女士说道。另外一条，

“都是我的错。”陈女士说，在吵架过

程中，男方说出这麽一句话，给她的第

一感觉就是，“这明显是不服气的认错，

态度不诚恳。”陈女士说，男人犯了错，

除了口头上的认错，必须要在行动上有

所补偿，比如买个礼物之类的，然后再

来一点甜言蜜语，这样才能打动她，最

终接受男方的道歉。

听完妻子的一番话，杨先生心底倒

吸了一口冷气，“女人不管是婚前婚后，

心思都是这麽难琢磨。”

辩论

不少女性并不这麽认为

对于这项统计，记者和多位已婚女性

聊到时，大部分人看了都笑了笑，反问记

者，这大部分都是调查的恋爱中的女性吧？

要是从已婚女性来看，老公若能时不时这

样做，其实心里都暖暖的呢。

南京市民陈女士已婚八年，以上十

点内容，她说除了“你又怎麽了”以外，

其他的都压根不会觉得讨厌，甚至不少

话如果婚后这麽多年老公还对你说，著

实是贴心的老公。例如“多喝热水”

“还在吗”“吃了没”“早点睡”，尤

其是那句“都是我的错”更让人感动。

“如果结婚多年，遇到矛盾的时候，老

公还能说出那句‘都是我的错’，那是

对另一半莫大的包容心，也说明其领悟

了婚姻的相处之道。不是有句话吗，夫

妻相处没有真正的对错，但如果老公肯

每次都认错，那真是足够的爱你”，陈

女士说，这麽好的话，已婚的女人们求

之不得，又怎麽会讨厌呢？

“多喝熱水”“妳又怎麼了”“呵呵”“以後再說”……
女性最討厭的男性十大用語，妳說過沒

“直男癌”們直呼躺著中槍，其實男性也有最討厭的十大用語。

大千世界

揭秘世界唯一面包銀行：
存放面包酵母“老面”

1月 26日报道西媒称，

用历经数千年的老面制作传

统面包，赋予了比利时建立

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面包

银行的灵感。

据西班牙《趣味》月刊

9月号文章称，面包的原始

味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丢失

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人

们对于咬下这种小食时发出

的清脆声音的痴迷不再大过

对其内容本身的关心？一些

民意调查显示，欧洲的消费

者都十分想念用传统方法制

作的面包，很多时候这种面

包类似于那种所谓的乡村面

包，虽然制作这种面包也需

要用到不久前大城市才有的

烤炉。传统面包早已被各类预

制面包所取代，后者只需要

面包房从冰柜中取出然后加

热便可。天然面包到底还存在

吗？还是已经彻底地消失了？

为了找出答案，记者前

往圣维特——一个只有9500

位居民的比利时小村庄，这

里有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面包银行。

84个玻璃罐

文章称，存放在这家

“银行”里的不是钱，而是

不能复制的生物体，它的名

字不为大多数人熟知：老

面——制作传统美味面包的

最根本的要素。这家银行没

有货架或搁板，只有用于低

温存放玻璃器皿的冰箱，换

言之就是84个玻璃罐，里面

放着来自世界四大洲的用谷

物和水制作而成的老面。存

放这些老面的严格程度犹如

它们就是存放在美国诺克斯

堡的黄金。要想进入这里必

须使用数字指纹密码。

什么是老面？按西班牙

加利西亚面包制作大师胡

安· 曼努埃尔· 佩雷斯的说法，

它就是面包的灵魂。可以补

充的一点是，它也是一部历

史，因为在工业酵母尚不存

在的年代，老面就已经是传

统面包制作的基本元素。从

科学的角度说，老面是一种

由面粉和水为主要成分的菌

落培养基，酵母菌和各种细

菌是决定性成分。用这种办

法获得的老面是一种栖居各

种微小单细胞生物的活体元

素，没有它们的存在就没有

我们所了解的面包，以老面

为基础才能发酵出面包。为

了每天都能制作面包，面包

师们需要每天留下一部分老

面，然后添入新的面粉和水

以提供新的酵母。用这种方

法，一块面团就变成制作面

包需要的天然酵母，以适当

的条件保存就可以延长老面

的使用寿命和功效。

文章称，比利时培乐道

食品集团建立面包银行的圣

维特是一座独特的小镇，这

里浓缩了欧洲最优秀的面包

制作国家的历史。虽然圣维

特是比利时的小镇，但这里

讲得最多的语言不是法语，

也不是比利时的官方语言佛

兰德语，而是德语，因为在

一战结束的1919年《凡尔赛

条约》签订之前，圣维特都

属于莱茵普鲁士。

收集各大洲的天然酵母

也让圣维特更具有国际化的

色彩。这里的第一块天然酵

母来自于意大利。比利时著

名的面点师卡尔 · 德梅特

说：“意大利拥有悠久的面

包文化，那里制作面包的不

只是面包师，还有糕点师。

托尼甜面包、意大利黄金面

包和一切需要用到老面的食

品都出自糕点师之手。”

希腊人——芳香面包的

鼻祖

在意大利普利亚区巴里

省的阿尔塔穆拉制作的面包

让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足以

稳夺世界最好吃的面包这一

桂冠。德梅特说：“面包的

未来在于它的过去。”全世

界的面包师、烹饪大师或美

食家都正在回归传统的面包

制作方式，也就是面包的发

明者——古埃及人使用的方

法。今天开始走上商业化道

路的用老面制作面包的方式

有可能起源于尼罗河畔。从

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

墓穴中的壁画可以完整地欣

赏到面包的传统制作流程。

文章称，古埃及人还制

作啤酒，他们制造传统面包

和啤酒使用的是同样的面肥。

之后希腊人逐渐适应消费面

包，并通过加入月桂叶和芝麻

成为制作芳香面包的鼻祖。

老面肥成为技术革命的

牺牲品。技术创新是为了迎

合经济和社会的需求：用老

面制作的面包需要经过数小

时的发酵，这对面包师来说

是项不小的工程，他们通常

是从凌晨开始制作面包。培

乐道的技师们说：“老面肥

制作的面包需要经过至少16

个小时的发酵过程，缩短发

酵时间就会缩短面包的保质

期。老面制作的面包能让人

回想起往昔，那时面包可以

放得更久，也更有味道。”

为让老面制作的面包更

加完整，需要一个关键的化

学元素发挥作用，因为这个

极其需要耐心的发酵过程需

要微生物经过酒精发酵和乳

酸发酵两种发酵程序。在乳

酸发酵过程中扮演主角的是

乳酸菌。经过酒精发酵，面

团会膨胀，这看上去似乎发

酵过程已经结束了，但并非

如此。乳酸菌才是让面包拥

有不同味道和芳香气味的关

键力量。

决定最终成果的各种因素

面包师根据自己的经验

掌握面包的发酵时间和温

度，于是面包就有了不同的

口感。在发酵过程中还可以

加入其它食材，比如富含酵

母的葡萄干。总之，有多少

制作面包的面包师，就会有

多少种老面肥。

圣维特面包银行存在的

理由之一是保护生物多样

性。面包银行的发起者是微

生物学家斯特凡· 卡佩勒。

2009年他提出了这一想法，

经过多年的筹备，面包银行

于2013年成立。看着专家们

对着一堆玻璃罐高谈阔论是

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外行通

常会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

们，因为这些人甚至认为在

微观世界中，每一种微小的

生物都是一处拥挤的栖居

地，它们之间在进行着不间

断地互动。科学家们认为，

每一个玻璃罐中储存的微生

物都要比人类历史中已知的

微生物多得多。

在拿鐵中尋找愛情：
倫敦推出3D打印人像咖啡

据外媒报道，随着科技进步，

现在有很多人利用交友网站来寻找

适合的伴侣，英国一个交友网站近

日推出结合最新3D打印技术的特别

服务，让人们可以通过喝咖啡来相

亲。

据悉，英国交友网站“Match.

com”最近推出一项“Espresso Your-

self”的活动，他们在伦敦一个咖啡

店提供客制化咖啡服务。

店家会将一些想交友的男女的

大头贴，用3D打印技术雷射在咖啡

的奶泡上、并将他们的身高、年

龄、喜好等数据印在咖啡杯上，顾

客可以到咖啡店将顺眼的咖啡带

走，如果希望和杯上的人进一步认

识，就可以点进交友网站。

假如在咖啡店没看到印有理想

对象的咖啡也别气馁，该网站现场

也提供3D打印服务，顾客可以将自

己的脸印上咖啡奶泡，等待下个赏

识自己的人将这杯咖啡带走。

交友网站的工作人员称，有很

多网站会员会选择喝咖啡约会，因

此她们就将约会和咖啡结合，让大

家更容易认识新朋友。

價值不菲：紀念開播50周年
純金奧特曼亮相日本
据日媒报道，本月25日，为纪

念“奥特曼”系列剧集开播50周年，

一尊使用纯金约11公斤、价值达1.1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668 万元)奥特

曼 胸 像 在 日 本 东 京 银 座 的

“GINZA TANAKA”银座

总店亮相。

据报道，胸像由日本

田中贵金属珠宝公司负责

制作。其高约30厘米，据

称在奥特曼相关产品中为

史上最贵，限售一尊。

此外，该公司以“奥

特曼”为主题还制作了纯

金的金币套装和金块各50

套。由万代南梦宫娱乐公司销售。

金币套装为108万日元，金块为54

万日元。

据悉，这一纯金胸像将于26日

至31日在该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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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华人喜迎春晚

在中国农历春节来临之际，英国剑桥华人
社区中心打造了一台中西合璧、精彩纷呈的春
节联欢晚会，为剑桥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带来
了欢腾的节日气氛和美好的祝福。本场晚会由
剑桥华人社区中心联手江苏省文化厅“欢乐春
节，精彩江苏”艺术家代表和英国本土歌舞演
员共同奉献，以“金鸡报晓锦绣中华”为主题，由

“春之梦，夏之歌，秋之韵，冬之恋”4 个篇章
组成。

活动场地当晚用大红灯笼、喜庆的中国结
和漂亮的剪纸装点出浓浓的中国风情。由剑桥
华人社区中心带来的传统舞狮表演为整场晚会
拉开帷幕，晚会上演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茉莉花》 等歌曲，还有杂技、江南舞蹈和民
乐合奏等节目。婀娜迷人的中国舞蹈、余音绕
梁的民族歌曲、技艺精湛的传统杂技让观众大
饱眼福。

“欢乐春节”再次登陆美国

“欢乐春节·魅力北京”综艺晚会近日在美
国洛杉矶贝弗利山市赛班剧院上演。作为中国
文化部“欢乐春节”的重点项目，“欢乐春节·
魅力北京”已经是第三次登陆贝弗利山市。本
次活动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市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贝弗利山市会议与旅游局主办。

此次综艺晚会突出了“中国民俗、北京特
色、国际元素”，荟萃了中国杂技、民乐、京
剧、舞蹈等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中国传统
文化和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由中国杂技团、
北京歌剧舞剧院、北京民族乐团和北京风雷京
剧团的实力派演员组成的强大演出阵容，给美
国观众带来了来自北京的高水准表演。

杂技一直深受当地观众喜爱，今年的晚会
推出了多个高难度、屡获国际大奖的杂技节
目；演出还包括京剧唱段 《三岔口》、舞蹈

《同堂盛世》 和民乐表演等，充分展现了中国
传统艺术的魅力。 （均据新华社电）

各地华人喜迎春节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一月二十一日举行
“欢乐春节”活动，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观看
了精彩表演，共享新春欢乐。图为来自中国
澳门的中学生在“欢乐春节”活动中表演舞
蹈。 张立云摄 新华社发

1月21日，布达佩斯举办“中国春”文化
活动，为匈牙利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送上新
春的祝福。

图为匈牙利华星艺术团演员表演舞蹈。
李震摄 新华社发

据西班牙欧浪网报道，中国将在西班牙马德
里附近的小城建立大型中医研究中心，该中心正
式建成之后，将成为海外最大的中医科学中心之
一。“中医热”在海外持续升温，中医药正在世界
医学的舞台绽放光芒。

中医药海外受宠

据201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发布
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显示，中医药传播遍及
183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
10 个，中医药事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
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表明，103个会员国
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 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
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据不完
全统计，全世界（数据不包括中国）中医药团体约
1200多个，已有17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或使用中
药产品。目前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医针灸师约有
50 多万名，其中大部分自开门诊，60%以针灸治
疗为主；30%针灸加中成药治疗；5%以中药饮片、
中成药治疗为主；还有 5%从事中医推拿或加针
灸治疗，共有30多万家私人中医诊所。

近年来，中医药在海外“受宠”：在美国，中医
药逐渐在医疗保健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加州地区率先确立了针灸的合法
医疗地位。目前，全美50个州中已有44个州批准
颁发针灸执照。在美国生活了 32 年的波特兰州
立大学教授李斧博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激动地
说道，“去年 10月 12日，国侨办到波特兰开展中
医惠侨活动，我亲眼看到我所在的波特兰市，中
医药文化受到华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英国是西欧第一个对补充及替代医学
立法的国家；荷兰虽然还没有为中医立法，但中
医几乎获得了所有的医疗保险公司认可；瑞士将
自 2017 年起推广全国性的中医考核，只要通过
该考核就可获得中医师的资格证书；法国主流医
学界将针灸与草药疗法定性为“软性医学”。

中医师获海外点赞

“中医热”持续升温，中医师在海外也不断被
“点赞”。

马来西亚华裔中医师黄叔平 2006 年 6 月
23 日过世，享年 89 岁。但他在 80 岁时仍每天工
作半天，为病人看诊、开药方。黄叔平不仅将自
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病人，还引领女儿迈入了中
医的殿堂；随后，外孙也开始学习中医，医者之
心由此得以延续。

“中马中医师工会设立中华施诊所，除了免
费赠医施药，帮
助贫苦病人，还
让中医师学院的
学生们有机会实
际为病人操作看
诊，从中获取经
验。”跟在父亲背
后一路走来的女
儿黄玉珍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微笑
着说到。他们在
海外传递中医药
的同时，也造福
了当地居民。

“ 很 多 中 医

师都有固定的病患群体，而且扩大的势头旺盛，
中医师目前比较紧缺。”李斧表示。据加拿大《星
岛日报》报道，一名赵姓华人中医师在多伦多行
医 20 余年后退休定居到爱德华王子岛，在岛上
发现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需求很大，因此开设
诊所，每月进行一次义诊，传播中医药文化。在他
的行医生涯中，不仅帮助过癌症和多发性肝硬化
病人，也采用针灸、按摩和中草药等方法帮助了
许多不孕不育患者成功拥有了孩子，这使得当地
居民纷纷点赞。

华侨华人多助力

海外华人中医论坛主席、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副主席董志林表示，据统计全球传统医药市
场共1730亿美元，其中中国800亿美元、欧盟420
亿美元、美国 60 亿美元、东南亚、大洋洲、南美
洲、非洲、中东、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共 450 亿美
元。近年来，中医药在海外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华
侨华人的助力，尤其是从事中医药的华人。

在美国华人田小明大夫的中医学研究所，每
年上门求医的多达万余人，用“门庭若市”这个词
语形容一点也不夸张。他不仅使很多美国病人开
始了解中医、认同中医、接受中医，更是与北京医
科大学合作，成功研制出治疗骨关节炎病、骨质
疏松、运动创伤和风湿肌炎的新中药，极大地助
推了中医药在海外的传播。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中国城，一家名为黄氏姐
姐的中医诊所里，不到 30 岁的刘涵除了通过行
医传播中医药文化，更是向国内老中医学习经
验。其所在的澳大利亚中医学会，近年来不断和
国内中医界沟通，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海外
中医药的传播与交流创造了机会。

从浙江湖州的赤脚医生到美国的医学博
士，美国国际整体医学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的
临床针灸师兼神经生理学家，在美国执业 27 年
以来，他的中医针灸治疗诊所在美国中西部已
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力。每天前来就诊的患者络
绎不绝，不仅有当地居民和来自明尼苏达州等
附近州的患者，还有音乐名人、奥运冠军等。

中医药海外走红
张 兰

送别时分送别时分

春运第一天，记者在北京西客站登上南昌
铁路局南昌客运段Z133“井冈山号”列车。站
台上，着一袭红衣的乘务员守候门前。她们脸
上写满笑容，以此来迎接春运第一批返乡客
人。这些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90后”和入职
刚满一个月来自哈尔滨的 4 位稚嫩女学员开始
了2017年第一趟春运任务。

入夜熄灯时，红衣女乘们流动的身影不时
穿梭在每节车厢内，有着10年工作经历的“80
后”乘务员缪波和我交谈过程中手不拾闲，一
会儿揀起掉在地上的垃圾，一会儿为刚上车的
乘客换票，并时常被解答乘客的问题打断我们
的谈话。她感慨地告诉记者，10年里我只在家
吃过一次年三十的团圆饭，初一一大早又踏上

“征程”。每次往返一趟 4 天，回家后除照顾小
孩就是想多睡会儿觉。

硬卧车厢内，记者见到一个年龄四五岁的
“小候鸟”和在姥姥怀抱里的小婴儿。经打探，他
们是从北京回吉安“归巢”的旅客。曾奶奶告诉记
者：“小外孙的父母不久前生下了二胎，小两口忙
于生计无法早归只好我去京先接回这两个小的。
他们小两口长年经营冷冻生意，而他们只有在年
跟前才能回家，同我们团聚。”

来自吉安的祝爷爷满是笑容地望着孙子，
沉浸在幸福喜悦中的他告诉记者，这次提早去
北京接孙子和休年假的女儿女婿回家过年。“小

候鸟”的父母是
北京国家机关公
务员，他们一家
三代只有春节才
能团圆，因此弥
足珍贵！

走进硬座车
廂里，记者见到
有 人 在 玩 手 机 ，
有人用笔记本欣
赏电影，更多的
人 已 进 入 梦 乡 。
彭淑娇，这位举
止成熟的“80 后”是本次列车的一车之长。
已近深夜，她还不时用对讲机安排和布置任
务。她向我介绍说：我们车队为了保障平安春
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对重点旅客做到重点
帮扶，并在车票上贴红色爱心标识，进行爱心传
递。眼下春运客流大，乘车儿童多，我们列车的
广播加大安全宣传力度，乘务员加强安全宣传
及巡视，每节车箱都安装了探头。列车班组不仅
给乘车的儿童准备了儿童书籍和玩具，车班还
为身体虚弱老人准备了盐、糖罐，随时补充能
量。我们还准备了胶带、针线包等方便旅客使
用。记者所见所闻，已然不是过去人们印象中的

“逃难”景象了。今年的春运路上，艰难在减少，

顺畅变更多。
有些“小候鸟”年年往复如此，很多都是

我们照顾的“熟客”。列车开动一刻，让人揪心
的是见到车窗内，孩子期盼的眼神与挥舞的小
手，车窗外，家长驻足停留，希望能再多看孩
子几眼，这样的场景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上
演。在返程客流中单独旅行的“小候鸟”不在
少数。这对父母和“小候鸟”来说都是一段痛
苦的路程。心中那份牵挂，也只有“小候鸟”
父母真真体会。

“小候鸟”单独旅行，出行安全也是最让我
们担忧和重点看护的。略带顽皮嘻笑的郑佳动
情地描述以往她所亲见的一幕幕。

回 家 路 上回 家 路 上
本报记者 赵树宴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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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菜可算是我国源远流

长、富有特色的地方风味菜肴，

自古就闻名全国，虽然在“八

大”菜系里面，东北菜是没有排

上号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它的生

意。即使在远离其发源地的大江

南北，东北菜也能像木棉花一

样，开得热烈、豪迈。神州大地

到处都可以见到东北饺子、熏肉

大饼、小鸡炖蘑菇什么的。

但是我今天要探吃的还不是

一般正桌的东北菜，而是东北农

家院尝一尝吧，最美妙的就是在

寒冷的日子来到东北农家院，屋

子里却暖的不行，所有人围在一

起，坐在暖炕上，吃一桌热气腾

腾的“东北农家菜”，这可不是

景区糊弄人的菜，是农家做的真

正的东北菜，粗放但绝不粗糙，

豪迈而有热情，无论是炖的鱼，

还是肉菜，那滋味就一个字——

鲜美！

当然即使在农家，一桌菜依

然绝对的肉食为主，这应当说是

东北民众在数千年甚至更长久历

史上的饮食生活基本特点之一。

从前肉食主要来自畜牧的羊、

牛、马和射猎的禽兽、渔捞的鱼

类，当然也包括饲养的猪、鹅、

鸭、鸡等，但以畜牧、射猎、渔

捞三大项为主。 这种生活，即

便到现在的草地牧点及黑龙江、

乌苏里江边，少数民族的食物结

构也基本如此。也因此东北人宴

席，通常这顿饭必须包括所谓的

“四大件”，这四样菜即鸡、

鱼、排骨和肘子，好像只要缺了

其中一样，这顿饭就显得非常不

“地道”，不“东北”。

So这一桌菜，鸡是家养小笨

鸡，肉质紧实，肥油少，色泽金

黄，不管怎么炖，都是看着油而

不腻，闻着香味扑鼻，撑得无法

下桌！然后再来盘炒笨鸡蛋，简

单清爽却得食物真髓。

鱼是连子鱼，将冬捕后的鱼

炖进大锅，熬汤淋酱后端上来，

光闻都是满屋的鲜香。

排骨是东北乱炖的主料,又名

丰收菜“大杂烩”，即将豆角、

土豆、茄子、青椒、番茄、木耳

等多种蔬菜，与排骨一同炖至

熟。简单易煮，有荤有素，营养

丰富，味道鲜美香喷喷，是一道

常见的东北家常菜。

冷冻食品也是东北人民的典

型食俗之一。严冬是大自然赐予

的得天独厚的大冷库。可以无限

量、无代价的储存各种食品和原

料并独具风味。肉类可以埋在雪

下或淋水挂上冰衣长久保鲜，蔬

菜也可以埋在雪下保鲜保色。可

以冻豆腐、冻奶、冻干粮（馒

头、豆包、饺子、年糕）、冻水

果。这回在东北就第一次尝到了

冻柿子冻梨。

北方人到冬天尤喜欢把鲜豆

腐储存起来，作为隆冬季节的主

打蔬菜。水豆腐在温度达到零度

时就会冻上，成为豆腐的一种特

殊形式。在炖菜和火锅里，下几

块冻豆腐可是份顶级享受。

除了荤菜，凉菜也是东北菜

桌上的一大特色。

皮冻肉是其中一种凉菜，其

口感细腻凉爽，香甜唯美，深得

东北人喜欢。将一些调制好的蒜

汁浇在上面，味道就会更上一层

楼。皮冻肉有时候也会用猪肉冻

来替。

还有独富东北风情的蘸酱

菜，指用黄瓜 生菜、水萝卜作

食材，配以尖椒、小葱、鸡蛋酱

等配料制作而出的一道菜。还可

以把菜卷到干豆腐里蘸酱吃。东

北菜里虽不乏荤菜，但蘸酱菜却

是十分健康，东北人的豪放，喜

欢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同样的，

也有大口吃葱，一口黄瓜。咔呲

咔呲的味道，恐怕一般人很难

懂。一块生黄瓜，一段葱白，为

何都可以吃的香。 上面一坨黑

乎乎甚至感觉有点发霉的就是东

北大酱了，是不是很难以想象？

不过东北菜最主要的特点还

是一菜多味、咸甜分明、色鲜味

浓、酥烂香脆。烹调以溜、炸、

酱、炖为主要特点，讲究吃的豪

爽，吃的过瘾。而这道热腾腾的

拔丝地瓜充分融合了这些特色，

正是咸甜分明、色鲜味浓、酥烂

香脆。

主食当然不可 不提的是东

北饺子和面，这么精致的面相和

口感真不像农家院出品了。而之

后的香软甜糯的饭后甜点发糕和

清新怡人的水果甜品也是令人眼

前一亮。姑娘们一个人就可吃完

一大碗。

当鱼炖好、凉菜搬完、饺子

出锅以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放桌

子吃饭了。来东北怎么可以不体

验一下炕上吃饭的独特民俗了？

由于中国北方冬季寒冷而漫

长，流行于南方的床无法抵挡冬

天的寒冷，中国东北的人民就发

明火炕做为取暖设施。晚上用来

睡觉，白天炕则充当了“沙发”

的角色，同时又是就餐的场所，

可以说，炕是东北老百姓生活的

舞台。

勤劳智慧的东北人，巧妙的

将灶台（锅台）和炕链接了一

起，这样做饭的余热就可以通过

烟道跑到炕里去，这样既做了

饭，又热了炕。冷的时候就坐在

炕上吃饭，一家人围着炕桌，在

喝点小酒，神一样的生活。几个

人围着一张桌子坐在火炕上。有

的做炕梢，有的做炕边。怎么坐

也是有讲究的。家里有地位辈大

的人盘腿坐在最里面，女主人坐

在炕沿的位置，负责给大家添饭

递东西什么的，是伺候吃饭的。

当然我们坐就没什么讲究

了，大家像孩子一样把鞋一拖

就上炕围坐，酒足饭饱后就地

葛优躺直接开始歇晌。听说火

坑一烧，被子一捂，任凭室外

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这一夜

早上醒来炕还是热乎的。更神

奇的是，火坑热，但是没有睡

电褥子的那种燥热。累了一天，

晚上只要是往这炕上一睡，甭

提多舒服了。

我边躺着边瞅着桌上摆满一

桌的盘碟，大盘盛装的菜肴、满

桌的肉菜、大杯的酒水，完全不

用怀疑我就在东北。不像南方菜

讲究摆盘，东北菜不点缀、不花

哨，盘子大菜量多菜码大是东北

菜的特色，吃的是实惠。虽然因

为东北菜的色香味中的色，所以

未入选八大菜系中。但东北菜以

它的香、味依然在百家菜中名列

前茅。

食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