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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未來 12 個月將續漲

蓋洛普新出爐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
五分之三的美國成年人預計，在未來 12 個月內
美國房價將繼續上漲。
據合眾國際社報道，蓋洛普于 2005 年首次
開始進行這一房價民調，首次民調就顯示，70%
認為房價會漲，而最新的這次民調 61%的看漲

足療
足
療

結果也僅次于 2005 年，顯示了目前美國人對住
房價格持樂觀態度，也較去年高出 6 個百分點。
在此次調查中，28%受訪者預測房價保持
不變，10%認為房價會下降。
這顯示，自從房市蕭條和衰退以來，人們的
住房情緒有所上升。在 2009 年，僅 22%的受訪
者表示房價將上漲，一直到 2013 年，這
一比例才過半升至 51%。
這些期望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
了過去 10 年美國家庭價值觀所發生的
變化。
蓋洛普的瓊斯（Jeffrey M. Jones）在
一份聲明中指出，房價的持續上漲可能
會引發有關另一個房地產泡沫是否會
發生的討論，但目前的價格幾乎已接近
于十年前，而得益于低利率房子的價格
更實惠，較 2005 年房地產市場崩盤前，
現在銀行更願意發放高風險抵押貸款。
不過，如果房價繼續上漲和利率上調，
潛在的新的房地產泡沫將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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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房價預期因地區也存在差別。在西部
，74%的人預測房價會上漲，而南部為 61%，東
部為 54%，中西部為 53%。
另外，此次民調也顯示，美國人對目前房產
市場仍保持樂觀。67%的受訪者認為現在是買
房的好時機，30%則意見相反。在 2012 至 2014 年
，有 74 %認為是買房的好時機，24%則意見相反
。同時，74%的房主認為現在是購房的好時機，
而 56%的租房客則持相同態度。
但數據也顯示，現在買房的人越來越少。從
2004 至 2007 年間，美國成年人平均 72%的人擁
有房子，自 2015 以來，這一比例降至 61%。
在日前公布的另一項蓋洛普民意測驗中，
34%的受訪者表示房地產是獲得長期投資回報
的最佳方式，相比之下，26%的人選擇股票市場
或共同基金，18%選擇黃金，12%選擇儲蓄，5%
選擇債券。
最
新的這次蓋洛普調查，隨機采訪了居住
在美國所有 50 個州和華府的 1019 名美國成年
人，誤差幅度為 4 個百分點。
（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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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京遇上洛杉磯 (上)
看看中美年輕人買房現狀有何不同
北京房價超美國嗎？眾說紛紜，其實原因只有一個，數據！不
管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都能舉出數據證明自己是對的。但是，
比較兩地房價必須有充分詳實的數字和統計，並且能夠以大眾
理解的方式呈現。
以下數據，來自于一個美國房地產交易網站，數據詳實細緻
，一目了然。從這些數據，我們可以充分的比較北京與其他城市
間價格的差別。

一、紐約

公園向南全部是繁華的商業金融中心，住宅非常少。這種情況非
常類似于國貿中心區商業和商業公寓並存的狀況。而本帖討論
的是民居住宅。下圖中曼哈頓的住宅區在中央公園北部，以綠色
區域為主。
下圖則是 2012 年 5 月-7 月住房價格，以只看最後一列，表示
各個區域的面積單價，以美元/平方英尺結算，轉換成為 RMB 只
需要乘以 60 即可。就是說 100 美元/平方英尺=6000RMB/平方米。
（考慮了匯率，面積單位換算，以及中國使用建築面積，而美國為
使用面積，使用面積=建築面積*85%）

美國紐約曼哈頓地區，這裏是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
中心，如果這裏房價高高在上應當並不令人驚奇。
曼哈頓島嚴格說並不能稱為一個完整的城市，因為從中央

2012 年 5-7 月紐約布魯克林每平米房價均價

不妨說說北京的住房均價已經是在 27000 以上，單價達到 5
萬左右的住宅區也不缺，比如世紀城區域，碧水雲天，風尚國際
等等。從這個比較上說，北京的房價（普通居民住宅）比紐約並不
便宜，還要略貴些。(續下頁)(文章來源：網絡)

2012 年 5 月-7 月紐約市住房價格
最貴的中央公園區 2245 美元，相當于 13.5 萬 RMB/平方米。
我猜這裏大概是全美最貴的住房了。
緊挨著中央公園北部綠色區域是我們所關心的住宅區，其
中最近的，East Harlem，625USD，相當于 37500RMB/m2。與這塊
區域可比擬的應該是緊鄰北京 CBD 的住宅了，例如新城國際，5
萬以上的價格比比皆是。向西一點的世界城也是 5 萬的單價；而
向東在東三環外的和喬麗致、萬達廣場等，均價都在 4 萬。從這
個意義上說，緊鄰 CBD 區域的價格應該算是達到和超過紐約了。

二、紐約布魯克林區

2012 年 5-7 月紐約市各區域每平米房價均價

對紐約有所瞭解的人應該知道，在紐約上班的人基本上住
在曼哈頓地區以外，或南或北。以下列舉的布魯克林區住宅情況
更真實的反映了所謂紐約民宅的價格分布。
布魯克林區最貴區域的價格 900 美元，相當于 54000RMB
價格，這裏也是去紐約上班最方便的地方。
距離紅色區最近的黃色區域是 Green Wood 區，其價格是
379 美元，約 23000RMB。

2012 年 5 月-7 月紐約布魯克林住房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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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京遇上洛杉磯 (中)
看看中美年輕人買房現狀有何不同
三、芝加哥

是美國第二大城市（也許第三大）
：芝加哥，該城市位于美國
中部，是中部最發達的都市。
最後一列的數據是單位面積價格，可見，芝加哥最貴區域的

2012 年 5-7 月芝加哥每平米房價均價

價格為 427USD，約為 26000RMB。可以對比一下全北京的均價
是 27000RMB。

四、洛杉磯

格包括市中心等地區，而布魯克林基本上算居住區，所以按普通
住宅算實際上洛杉磯比布魯克林要便宜些，同樣的，比北京也要
便宜些。

五、舊金山
洛杉磯是美國文化的中心，貝弗利山莊等豪宅就坐落于此。
洛杉磯價格最貴的區域均價為 842 美元，折合 50500 RMB。
雖然不大，也是美國房價最貴的城市之一。
最令人關注的貝弗利山莊沒有價格，估計這裏有價無市。與之相
可能是由于三面環海，這裏的住宅基本上比較均一，最貴的
鄰的幾個區域的價格是 480 美元，折合 29000RMB。
價格約為 830 美元，折合 50000RMB，位于最北端的 Marina。大
洛杉磯房價比布魯克林區便宜些，但是要注意，洛杉磯的價 多數住宅在 400-600 美元，即 24000-36000RMB，這個價格與北
京類似。
但是，整個舊金山城市的面積僅僅相當于北京三環內的面
積，因此如果只計北京三環內價格，恐怕還是要超過舊金山。
(續下頁)(文章來源：網絡)

2012 年 5-7 月洛杉磯每平米房價均價
2012 年 5-7 月舊金山每平米房價均價

2012 年 5 月-7 月芝加哥住房價格

2012 年 5 月-7 月洛杉磯住房價格

2012 年 5 月-7 月舊金山住房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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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北京遇上洛杉磯 (下)
看看中美年輕人買房現狀有何不同
六、華盛頓

美國首都，政治中心，富于美國傳統文化，城市設計整齊，充
滿氣勢，環境優美。白宮，國會山等重要決策及政府機構均坐落
于此。有很多博物館，文化生活也非常豐富。
華盛頓房價最貴為 1047USD，折合 63000RMB，價格較貴。請
各位注意 1047USD 後面的百分數，表示比上年度增長。此數值為
159.8%，就是說這個價格是上一年度的 2.6 倍。這可能是由于某

一兩處豪宅銷售所引發的突然性變化。請參看其他地塊的這個
變化率，都在百分之幾十。所以個人以為這個特殊的高價不足以
做參考。
第二貴的是 886USD，第三貴 699USD，分別對應 53000RMB
和 42000RMB，剩下區域從 619USD（37000）開始變化得比較連續
，屬於住房主體。
結論：以上是美國最重要的，房價最貴的 5 個城市，從這些
數據看，北京房價已經達到甚至略超出紐約房價，而較其他城市
為貴。

從實際負擔來說，按照中國稅務局的公布，月收入在 3500
以上，需要繳納所得稅的人口只有 2400 萬，可見民眾住房負擔
的沉重。
另外，以上比較都是中心城市對中心城市的比較。但是，美
國普通白領並不住在城內，而通常選擇郊外獨棟別墅作為日常
居住。這些住房的價格大約在 10000RMB/平方米左右。筆者在費
城和華盛頓的朋友住房均在此價格附近。而北京居民，由于交通
問題，通常只能選擇住在城內，這也大大加重了購房負擔。(文章
來源：網絡)(完)

現金匯不出來
中國買家
轉向貸款買房

2012 年 5-7 月華盛頓每平米房價均價

2012 年 5 月-7 月華盛頓住房價格

自從中國政府縮緊個
人外匯流出之後，中國人在
紐約市買房變困難。這個因
素直接引起變化的市場就
是貸款市場。一些小銀行和貸款機構應運而生，成為中
國人的熱門。
據《The Real Deal》援引“全國地產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數據，在 2015 年 4 月到 2016 年 3 月
之間，中國人在美國買房的 71%的貨款是現金形式；20%從
美國銀行貸款；6%從中國銀行貸款。
但 是 如 今 情 況 大 為 轉 變，中 國 人 開 始 找 貸 款 銀 行。
Quontic 銀行、匯豐銀行、Guardhill 金融、國泰銀行和國寶銀
行等都成了中國人的熱門銀行。
這是因為，美國大銀行對貸款客戶的要求嚴格，需要對
方提供大量的證明材料，來說明他們的錢是乾淨的，這個叫
做“瞭解你的客戶”
（Know Your Customer）規定。這讓上述
小銀行有機會
可乘。
這些小銀
行雖然有辦法
給中國人貸款
，當 然 也 需 要
避免他們的風
險。所 以 這 些
銀行一般只能

給綠卡持有者 65%的房貸；沒有綠卡的只能貸 50%的房款。
一位中國人本來想在法拉盛買一套 70 萬美元的房子，
但是即便是貸款也需要 20、30 萬的現金首付，她匯不進來錢
，最後只能買套 20 萬美元的房子。
國泰銀行的伊莉莎白李說：
“如果他們弄不出來錢，從
我們這裏也貸不出款。”
有些貸款機構要的利息還很高，從 7%到 13%；但即便這
樣中國人也沒有別的辦法，
“要不賠進全部首付，要麼付 7%
利息成交。”一個公園大道的地產中介說。
儘管外匯匯出如此困難，紐約市對中國人的吸引力還
是很大。據 JLL 公司的統計，中國人的地產投資在 2016 年是
330 億美元，比 2015 年增長了 53%；今年到現在為止的高端
房屋買主中，很高比例是中國人。
根據另外的報告，2016 年銀行對紐約市的商業地產貸
款比前一年下降了 17%。業內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是高端地
產價格的下滑，導致多家庭住宅市場緩慢了下來，很多買主
也顯出謹慎的心理。(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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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為何需要房產經紀及中介代理？
買房為何需要房產經紀及中介代理
？
打算在美國買房子，就是要找一位可靠的房地產經紀人了。
與國內的售樓員相比，美國的房地產經紀人有以下幾大特點：
1.美國的房地產經紀人十分專業，行業管理十分嚴格。不象
國內那些通過簡單上崗培訓就能進行房地產中介的業務員，要
想在美國進行房地產中介，必須要經過 180 小時的學習，並通過
嚴格考試後方可獲得所在州的房地產經紀人執照（Real Estate
license)，以後每年都要上課才能更新執照。
行業管理以德州休斯頓為例，每一個房地產經紀人都必須注
冊在某家房地產公司之下，不僅要服從公司的管理，而且要遵守
休斯頓經紀人協會（Houston Association of Realtor，HAR), 德州
經紀人協會 (Texas Association of Realtor ,TAR) 以及國家經紀
人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 NAR）的各種法律法規
。如果沒有房地產經紀人執照，不允許從事任何房地產相關業務，
不允許回答任何與房地產有關的問題，更不可能帶客戶看房子。
2. 美國房地產經紀人的獨家代理制度。在國內，一個房源可
以交給多家中介公司, 誰賣出去誰得佣金；一個買主也可以找多
個經紀人, 誰幫買主買到房子誰得佣金。而美國完全不同，無論
買房還是賣房，經紀人都是獨家代理，買主或賣主都要和自己的
經紀人簽訂獨家代理合同，只有合同期滿或者中止以後，才可以
找別的經紀人代理。
3. 美國的房地產經紀人年齡多在 35 歲以上，70%以上為已
婚女性，很多人具有碩士博士文憑，多由其他行業如教師、工程
師、科研人員甚至律師等，轉行而來。與國內的大多是 20 歲出頭
的房地產經紀人不同，大多為中年女性的美國房地產經紀人，一
般比較有耐心、愛心、認真負責、充分理解買房和賣房者的心情，
尤其一些高學歷的經紀人，思維縝密，做事有條理、講究效率，能
很好地指導和幫助買房和賣房者。
4. 佣金的支付和國內不同。與國內由買方支付佣金的制度
有極大不同，在美國買房子，佣金全部由賣方來支付的，買方不

用支付任何佣金。在美國買房子
，有一位專業的經紀人為你找房
、帶你看房，向你介紹和解釋合
同條款的約定、購房程序、手續
等，並且協助貸款、驗屋、產權過
戶等等，各個環節都能為你提供
專業的建議與指導，自始至終為
你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且你還不
必為這些專業服務支付任何費
用!
5.通過房地產經紀人可以買
到更便宜的房子。在美國買房，
無論你買新房還是二手房，買方
經紀人一般只代理買方，與賣方
沒有任何關係，這與國內的情況
也十分不同。在購房過程中，經
紀人代表買方與賣方討價還價，
盡可能壓低價格，為買方爭取最
大的利益。
尤其在買新房時，理論上講
，買主可以不通過經紀人，直接從建築商手裏買房。有些從國內
來的買主就誤以為這樣可以幫建築商省下佣金，從而可以和建
築商砍價。事實上正好相反，儘管還要支付買方經紀人的佣金，
建築商依然願意接受經紀人的砍價，而非買主個人。這如同“批
發”和“零售”的概念，經紀人可以拿到批發價，而買主只能拿到
零售價。其實，這也是建築商用以鼓勵經紀人多帶買主來買房子
的策略，建築商都希望與經紀人建立長期合作關係，而與買主個
人則不可能。如果買主明白了這個道理，買新房時就一定要請經
紀人幫忙，再不要自己送上門去挨宰了！

6.此外，大部分中國買家不瞭解美國地產行業，以為沒有買
家中介能夠得到賣家更便宜的房子售價。其實不管買家是否有
買家經紀，賣家同樣要付雙方費用，只不過，若買房沒有經紀人，
賣方經紀人可一並得到賣家及買家雙方 6%的中介費，這樣買家
沒有行業經驗則會不但沒有拿到便宜價，更是被賣家中介忽悠
猛宰，有時候賣家或建商會在簽約之前誤導，在簽約之後藉故找
理由不履行答應的 promotion 或裝修 upgrade，由于沒有經紀
人幫，自己也沒有經驗的話申訴不成也只能從了，最後則只能說
是得不償失了。(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房產市場持續走強
未來購房潮不只來自華人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是以房地產業起家的，上任後在此領域
可能會有一些動作。川普致力提升美國本土利益，包括增加就業
機會等之面向，大家對他的期待是整體全面的，2017-2020 年房
地產市場應該是實際的走強。

2017-2020 年房地產市場實際走強
現階段包括聯准會的升息及小額貸款額度提升，會增加消
費者的信心。同時，原來依賴海外或大陸買者的市場觀念已經改
變，很多內需的增長還會讓美國房地產市場及消費者信心逐漸
增加。
據分析，川普就任對美國房地產不會是負面影響，可預期未
來駐外工廠慢慢移回美國後增加就業機會。這種預期心理會促
使大家購屋，而回流產業人士也會置產，如此可能造成房屋供不
應求，加上聯准會升息，因此 2017-2020 年房市走強。

2017 年上半年
成交量應該會增加

預期本地買主會有購買力，甚至可以取代部
分來自海外的買主。由于醫保制度即將革新，因而
對于中產階級而言，可以減少負擔，房地產將是他
們的重要投資標的。
雖然目前房價往上，但已經走強到稍有反壓
的地步。然而，過去很多的溺水屋已獲得接手，可
預見未來房地產市場健全化，升值潛力還是存在
的。
如此，購屋者還是會考慮學區、周邊環境、居住者教育程度
及消費能力年收入等方面；同時考慮升值的預期。
現在許多負面因素幾乎完全煙消雲散，未來購屋潮將不只
來自華人；同時，選擇地區除上述因素外，人們將樂于購買具有

美國本土元素的區塊。
中國人素來就有“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因而對 EB5 投資移
民項目趨之若鶩。成功留在美國後，又成為美國新的投資者、消
費者和納稅人，這些人都具有購買房地產的潛力。(文章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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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中國，美國這 16 種電信詐騙
你不可忽視 (上)

【來源:網路】
山東臨沂準女大學生徐玉玉遭遇以發放助學金為名實施的
電信詐騙，被騙走了準備交學費的 9900 元人民幣，傷心過度而昏
厥離世。18 歲的花樣年華還沒有開始就畫上了句號，令人惋惜的
同時，我們也十分痛恨這些不法分子的惡劣行徑。
不僅僅是徐玉玉，在中國，大學生群體今年來已經成了電信詐騙
受害的“重災區”
。臨沂另一位女學生與徐玉玉同一天被騙走準備
交學費的 6800 元人民幣。這些案例比比皆是，那麼美國有沒有這
樣的電話詐騙呢？
Pindrop 實驗室通過 Phoneypot 收集了成千上萬個電話詐騙數
據。近日，Prindrop 實驗室通過分析 2016 年度上半年的十萬個詐
騙電話得出研究分析結果，隨後進行了發佈，這些研究結果是我
們應該知道的並加以防範的。因為其中的一些詐騙是針對消費者
，而另一些就直接針對商業活動。
Pindrop 同時還發現其中的 3 萬個電話來自機器人電話。機器
人電話，就是代替真人，提前錄製一些聲音信息的一種機器自動

應答裝置，是合法的一
種形式。然而錄製的內
這類詐騙要求企業確定個人信息以便加入線上地圖認證程
容如果是銷售信息，而接到電話的人沒有給銷售公司書面授權的
序。當騙子得到個人信息後，他們就可以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你的
話，這樣的行為就是違法的，而且多數時候，這種電話就是個騙局
賬戶。
。
6. 降低電費賬單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 Pindrop 實驗室給出的 2016 年度迄為止的電話
“想要降低每月的電費賬單嗎，那麼趕快來參與限時優惠活
騙局都有哪些。如果你接到了其中的某一種詐騙電話，請提高警
動吧！”這就是騙子利用優惠活動限時帶來的緊迫感，讓你馬上交
惕，不要輕易上當受騙！
出個人信息的騙術！
1.谷歌商業排名詐騙
7. 重要的個人業務
一些企業關心自己企業在搜索引擎谷歌上的排名沒有及時
這種騙局一般會說，你有一個緊急的個人業務信息，請你按 1
更新，或者害怕自己的排名降低等等，這時一些所謂的諮詢顧問，
鍵。當受害人按 1 時，受害人會聽到一條信息，聲稱受害人欠錢了
主動給這類公司提供幫助並收取一定的費用，從而詐騙這些企業
。
的信用卡信息。實質上，這些諮詢顧問跟谷歌沒有一點關係。這類
8. 信用卡相關詐騙
的詐騙最早出現於 2015 年，今年變得更加猖獗。
這類騙局今年已經不十分流行了，這要歸功於美國聯邦貿易
2. 貸款類詐騙
委員會嚴格的監管和監督。這種騙局一般都自稱可以幫助更快的
誰不想要低利息？騙子會聲稱他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有些
還清信用卡債務或降低利率。過程中，犯罪分子會試圖調取個人
騙子會說貸款逾期，需要立即付款。這種騙局在是犯
和財務信息，包括現有的信用卡號碼。(未完)
罪團夥最青睞的一種騙法，在過去的一年半裡，騙子
都在貸款交付日期上大做文章。他們利用在線貸款申
請上獲得的信息讓自己看起來真實合法。
3. 免費度假
電話那端會告訴你，你們已經中獎了！免費度假，酒
店住宿，或者旅遊機會。之後騙子會用高壓銷售技巧
讓你給他們信用卡信息，並交付相對較低的稅或者其
他費用。
4. 政治類詐騙
隨著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騙子使用政治類的機器
人電話來引起受害人的興趣。他們先要求受害人捐款
，隨後開始套路個人信息，所有騙局都打著支持候選
人的幌子。有些甚至還聲稱你可以通過電話進行投票
！
5. 本地地圖驗證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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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中國，美國這 16 種電信詐騙
你不可忽視 (下)
9. 免費家庭安全系統詐騙
2014 年第二大流行詐騙就是來自騙子的“提醒電話”
，從周圍
的鄰居或者朋友那裡得知，也許你會對免費家庭安全系統感興趣
。他們所謂的免費系統包括高昂的檢測合同，很多騙子都在這一
環節中成功獲得了受害者的信用卡信息。
10. 老人詐騙
老人一直是騙子的長期目標，一是他們因為被認為更加容易
上當受騙，二是他們的賬戶裡往往有大筆的退休金。熱門詐騙包
括醫療保險，健康保險，抗衰老產品，甚至喪葬墓地等。
11. 垃圾短信
受害者一般會受到這樣一條短信，說打某個電話或者打開某
個網站就可以贏得大獎。這種信息的目的是讓你洩露自己的個人
信息，或者在你的計算機上安裝惡意軟件。
12. 政府補助
受害者會被告知因為他們是好公民，所以可以接受五千到兩
萬五千美金之間的政府補助。但是他們要收取數百美金的“處理
費”
，並要求提供他們的銀行賬戶信息。
13. 微軟技術支持
來電者自稱是微軟的技術部門，並表示你的電腦已經感染了
病毒。他會要求遠程訪問你的電腦來解決這個問題，然後可能會
安裝惡意軟件來盜取個人信息。你還要為這種“服務”付費。
14. 汽車保險
來電者說你有資格可以獲得較低的汽車保險率，並詢問你的
個人信息來用於身份盜竊。
15. IRS 騙局
這種騙局最近有在增長的勢頭。騙子會自稱是國稅局的人，
說你欠稅款和罰款。如果不通過充值卡，電匯或者信用卡付款的
話，你就會被逮捕或者通過法律行動來威脅你。你的個人信息也
是他們的詐騙目標。
16. 銀行詐騙
來電者自稱是你的銀行工作人員，並說你的賬戶或者借記卡
被鎖，你需要驗證相關財務信息來解鎖。
雖然騙子的電話詐騙也在“與時俱進”的推陳出新，作為單純

無辜的我們來說總覺得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是騙
子的詐騙技術其實都是有
跡可循，可以防範的。這裡
就給大家一些 tips，在接到
這類電話是怎樣來保護自
己的安全！
首 先，確 保 你 已 經 將
自 己 的 電 話 號 碼 在“National Do Not Call Registry
”上進行註冊。一旦你註冊
了，就會阻斷一些極有可
能為騙子的騙局電話。在
註冊三十一天后，你也可
以去網站上提交你收到此
類電話申訴。
第二，不要匯錢！不要
匯錢！不要匯錢！2015 年 11
月，FTC 禁止電話中電匯
這種付款方法。如果有些
人讓你這麼做，他們一定
是騙子！
第三，不要互動！如果
不認識的電話號碼，最好
就不要接。如果你不小心
接起來了，也不要根據提
示而繼續下去，不用在你
的按鍵上輸入任何東西。
第 四，可 以 考 慮 使 用
一些阻隔垃圾電話的 app。
他們會幫你阻隔已經確認
為是詐騙電話的號碼。你
也可以自己手動阻隔那些
認為這有可能是合法的電話，那麼請你也不要直接告訴來電者你
你知道是騙子的電話。
的個人信息。要求給他們再打回去，如果他們說你不能這樣做，那
第五，如果來電者需要你的個人信息，而你 麼這一定就是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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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超市常見的8種名不副其實的食品
【來源:網路】
Bacon bits 並不含有任何真正的 bacon 成分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通 知 。而且，為了讓人有 Bacon bits 是 bacon 的錯覺的
Hampton Creek 公司不能再把自己生產的不含 ，它的外形被做的十分像 bacon。事實上，Bacon
蛋黃醬（eggless mayonnaise)的產品命名為 Mayo bits 是由大豆粉和菜籽油和一些食用色素混合
。這個事件背後折射的是 FDA 對食品市場嚴格 製成的。
把控的態度。事實上在日常消費的食品中，很多 Cool Whip-並非鮮奶油
食品都存在名不副其實的問題。下面請跟著小
Cool Whip 這個品牌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編一起來“打假”吧！
Whipped cream（鮮奶油）
。事實上為了讓產品呈
Soy“Milk”
現出奶油的特徵，Cool Whip 用了大量的 corn
Soy“Milk”嚴格說來應該只能被稱為“ Soy syrup 和蔬菜油。2010 年開始，生產商還把牛奶
beverages”因為實際上 Soy Milk 並不含有乳糖。 放進原料配單裡面。
而乳糖是牛奶中最主要的成分。其實早在 2000 Just Mayo 並非真的蛋黃醬
年，美國國家牛奶產業聯盟就和大豆食品協會
傳統意義上用的蛋黃醬是用雞蛋，油，
及 FDA 就 Soy Milk 這個名字進行過交涉，但直 醋做成的。Hampton Creek 把蛋這個原料換成
到現在，FDA 也沒有採取什麼措施。
了 pea protein。然而 Mayo 其實是 Mayonnaise（蛋
Velveeta“Cheese”
黃）的縮寫，會讓人聯想聯想到真正的蛋黃。在
事實上像 Velveeta 和 Cheez Whiz 這些加工 FDA 眼裡 Just Mayo 會讓消費者產生誤解，以為
過的所謂的奶酪並不是由真正的奶酪做成的。 這是有蛋黃成分的。
它們是由一種被稱為 cheese cultures 的細菌把 “Crab”meat
牛奶發酵而製成的。FDA 說這些產品嚴格上講
所謂的蟹肉幫棒並不是真正的蟹肉做的，
不能被稱為奶酪。
而是用一種叫 Surimi 的魚做的。
“Bacon”bits
“Maple”Syrup
除非你願意花重金，否則
你是買不到真正的 Maple
Syrup 的。像 Aunt Jemima，
Mrs. Butterworth’s 這 些 牌
子，
“Maple”Syrup 基本上都
是用玉米和一些香料合成
的。
White Chocolate
白巧克力是最大的謊言，
它一點巧克力成分都沒有
。白巧克力是由一種被稱
為 cocoa butter 的原料做的
。Cocoa butter 是一種被用
於 lotion 的植物脂肪。儘管
這 樣，white chocolate 在
FDA 也有專門明確的命名
標準，必須含有 20%以上的
cocoa butter 才 能 被 稱 為
white chocolate。

美國生活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424A

簡

美國人社交生活的習慣
面面觀

顯示男子的地位。 就會說聲“對不起”
(二)禮貌用語多 ，請對方原諒。
多益善
( 三) 見 面 禮
不少到過美 節去繁就簡
國的人，都有這樣
西方國家人
一種印象：即美國 民在傳統上有一套
人講話嘴很甜，他 繁瑣的見面禮節，
(一)社交場合女士優先
美國婦女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 們對好聽的話從不吝嗇，常令聽者心 從握手、問候到互
、
“謝謝”
、 相介紹都有約定俗
地位究竟如何，這裡姑且不論。但在社 舒意暢。的確，在美國“請”
“對不起”
之類的語言隨處可聞，不絕
成的習慣。相形之
交場合中，她們總是會得到格外的優
於耳
。
下，美國人在人與
待。尊重婦女是歐美國家的傳統習俗，
在美國
，
不論什麼人得到別人的
人間的交往上就比
從歷史角度分析，是受到歐洲中世紀
，即使總統 較隨便。在美國，朋
騎士作風的影響;若從宗教的角度分析 幫助時都會說一聲“謝謝”
對待者也不例外。在商場裡，售貨員的 友之間通常是熟不
，它是出於對聖母瑪利亞的尊敬。
按照美國人的習慣，在社交場合 臉上總是堆著笑容，當顧客進門時，他 拘 禮 地 招 呼 一 聲
，哪怕兩個
，男子處處都要謙讓婦女，愛護婦女。 們會主動迎上來，問一聲“我可以幫助 “哈羅”
你嗎?”
當顧客付款時
，
他們會微笑著道
人是第一次見面，
步行時，男子應該走在靠馬路的一邊;
入座時，應請女子先坐下;上下電梯，應 謝。最後還會以謝聲送你離去。同樣， 也不一定握手，只
要笑一笑，打個招
讓女子走在前邊;進門時，男子應把門 顧客接過商品時也會反復道謝。
美國人在一家人之間也是客氣 呼就行了，還可直
打開，請女子先進。但是下車、下樓時，
男子卻應走在前邊，以便照顧女子;進 話不離口，不僅夫妻之間如此，對小孩 呼對方的名字，以
，這樣， 示親熱。但在正式
餐廳、影劇院時，男子可以走在前邊， 子們說話也常帶“請”和“謝謝”
孩子便自然地養成了講禮貌的好習慣
場合下，人們就要
為婦女找好座位;進餐時，要請女子先
。
講究禮節了。握手是最普通的見面禮。 麗•史密斯。”這時對方可以隨便叫她 是非常冒昧和失禮的。
點菜;同女子打招呼時，男子應該起立，
。常見的情況
美國入看到別人買來的東西，從
美國人還習慣於對別人道“對不 在美國，握手時，男女之間由女方先伸 “瑪麗”或“史密斯小姐”
而女子則不必站起，只要坐著點頭致
是
，
交談之初可能互相用姓稱呼
，
過不
不去問價錢多少?見到別人外出或回來
。當人們發生小摩擦時，一聲“對不 手。男子握女子的手不可太緊，如果對
意就可以了;男女握手時，男子必須摘 起”
。也不會去問上一句“你從哪裡來?”或
，常使芥蒂煙消雲散。就是遇到一 方無握手之意，男子就只能點頭鞠躬 了一會兒就改稱名字了。
下手套，而女子可以不必摘下。女子的 起”
“去哪兒?”
至於收人多少，更是不能隨
有時剛同一個美國人結識
，
不知
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
例如向別人問路
、
致意
。
長幼之間
，
年長的先伸手;上下級
東西掉在地上時，男子不論是否認識
如何稱呼好
，
你可以只稱先生或女士
。
便問的事
，
誰想在這些方面提出問題，
在劇場中從別人座位前走過等，美國
之間
，
上級先伸手;賓主之間
，
則由主人
她，都應幫她拾起來。
這時
，
對方會很快理解你的心理
。
熱情
定會遭人厭惡
。美國人往往用“鼻子伸
人也會連聲表示歉意。美國人把在公
先伸手
。
總之，美國男子在社交場合同女子
“我叫詹姆斯•威爾遜，叫我 到人家的私生活裡來了”這句話來表
握手時應注視對方，並掐下手套 地告之：
接觸時，一方面事事尊重她們，另一方 共場所打嗝或與別人交談時打噴嚏、
面又要處處以保護人的姿態出現，以 咳嗽都視為不雅，遇到這種情況，他們 。如果因故來不及脫掉手套，須向對方 詹姆斯好了。”或者“別叫我史密斯夫 示對提問人的輕蔑。
。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人對年齡的
說明原因並表示歉意。 人，叫我薩利好了”
的確，美國人之間，不論職位、年 看法同我們大不相同。在我國，老年人
還應注意人多時不可
交叉握手，女性彼此見 齡，總是儘量喊對方的名字，以縮短相 受到尊敬，而在美國卻是“人老珠黃不
。因此在美國，老年人絕不喜歡
面時可不握手。同握手 互間的距離。美國有家刊物曾專就稱 值錢”
的先後順序一樣，介紹 呼問題在 150 種工商行業中做過調查， 別人恭維他們的年齡。有一次，中國留
兩人認識時，要先把男 結果發現他們之中 85%的稱呼是只喊 學生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城市舉行盛
大聚會，賓客如雲。當地一位名牌大學
子介紹給女子，先把年 名字。
美國人很少用正式的頭銜來稱 的校長與其母親也光臨盛會。留學生
輕的介紹給年長的，先
“××老夫人的光臨使
把職位低的介紹給職 呼別人。正式的頭銜一般只用于法官、 在歡迎辭中說：
高級政府官員、軍官、醫生、教授和高 我們全體同學感到榮幸。”
“老”字在中
位高的。
(四)稱呼隨便舍 級宗教人土等。例如：哈利法官、史密 國是尊稱，不料卻觸痛了這位老夫人，
斯參議員、克拉克將軍、布朗醫生、格 當時她臉色遽變，尷尬不堪，並從此再
姓喊名
大多數美國人不 林教授、懷特主教等。值得注意的是， 也不在中國留學生的聚會上露面了。
美國人還十分講究“個人空間”
。
喜歡用先生、夫人或小 美國人從來不用行政職務如局長、經
和美國人談話時，不可站得太近，一般
姐這類稱呼，他們認為 理、校長等頭銜稱呼別人。
(五)與人交談莫問私事
保持在 50 公分以外為宜。平時無論到
這類稱呼過於鄭重其
在美國社會中，人們的一切行為 飯館還是圖書館也要儘量同他人保持
事了。美國男女老少都
喜歡別人直呼自己的 都以個人為中心，個人利益是神聖不 一定距離。不得已與別人同坐一桌或
名字，並把它視為親切 可侵犯的。這種準則滲透在社會生活 緊挨著別人坐時，最好打個招呼，問一
的各方面。人們日常交談，不喜歡涉及 聲“我可以坐在這裡嗎?”得到允許後再
友好的表示。
人們初次見面， 個人私事。有些問題甚至是他們所忌 坐下。
往往是連名帶姓一起 談的，如詢問年齡、婚姻狀況、收人多
介紹，譬如說：
“我叫瑪 少、宗教信仰、競選中投誰的票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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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解析美國治脫臼貴千倍：
沒保險根本看不起

【來源:中國新聞網】
夫妻倆帶著孩子到洛杉磯兒童醫院掛急診， 月 16 日，藝人李冰冰
杭州一位自稱“樂爸”的家長，在其微信公眾 沒想到接下來的經歷讓他們體驗到了真實版的 就曾在微博吐槽，在
號上發佈了一篇在美國帶孩子看病的真實故事，“人在囧途”——看病的人數寥寥，但還是等了半 澳洲工作期間生病住
引發了網友廣泛討論。這位家長在文章中稱，自 小時後才開始辦理登記手續；第一位醫生檢查完 院，當地護士為其扎
己帶孩子在美國洛杉磯兒童醫院掛急診看脫臼， ，帶入另一個診室第二位醫生檢查；到達醫院兩 針時幾下沒紮好，甚
苦苦等待 4 小時後才得以見上醫生。
“樂爸”還表 個多小時後，第三位醫生開始詢問檢查，在問完 至將其胳膊紮出血，
示，儘管醫護人員態度很好，但這番複雜的經歷 孩子的用藥史、過敏史、患病史、家族遺傳史後開 隨後更是爆出李冰冰
加上價值不菲的看病花費，還是讓他十分感慨。 始徒手複位；等到醫生寫完長達四十多頁的 A4 高燒不退，澳大利亞
在美國看病真有那麼糟麼？據瞭解，由於中 紙病歷，與窗口工作人員反復交涉結帳方式後， 醫生卻無法確診。李
美兩國國情不同，醫療體制存在較大不同，無法 歷時四個多小時的診治過程結束。
冰冰當時也曾在微博
簡單比較兩種醫療體制孰優孰劣，但應當看到國
張敏表示，這不是孩子第一次脫臼，前兩次 上表示“思念祖國的
內醫療體制改革近年來取得的進步。
在國內脫臼也是晚上急診，直奔診室後醫生一分 醫護人員”
。
保險，從以友邦、大都會為代表的多達數百家保
看病 4 小時花費 11800 元
鐘不到就搞定了，
“看著孩子痛，我們等得也很心
在美國沒有保險看不起病
據媒體此前報導，文章的作者“樂爸”名叫張 急，但好在醫務人員服務態度都挺好。”
事實上，不少人對在美國的就醫體驗感到困 險公司裡選擇其中一家購買醫保，公司會替你交
80%左右。這類私營的保險公司往往價格高昂，
敏，是杭州一所小學的校長，熱愛旅遊的他經常
11 天后，張敏返回洛杉磯兒童醫院結帳，儘 惑，與美國的醫療體制有關。
會帶著孩子米樂旅行。今年暑假，張敏和妻子帶 管幾位熟知美國醫療情況的朋友提醒他看賬單
首先，美國實行分級診療的體制，大部分美 所以，目前有 4750 萬美國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著四歲半的米樂開始了第九次出國旅行——美 前要做好強大的心理準備，
“但數字賬單出現在 國人生病時，都會首選就近到診所或者請家庭醫 占 15%的美國人口。
由於美國的相關醫療費用由醫療保險來支
國自駕遊。當地時間 7 月 14 日晚，兒子在屋裡玩 眼前時，我有那麼兩分鐘腦子一片空白。”張敏回 生到家裡來看病，比如感冒咳嗽、過敏、常規體檢
鬧時不小心左手脫臼。
憶說，優惠打折後費用總計 1767.6 美元，約 11800 這些日常的醫療服務都可以在診所進行。如果病 付，所以醫療機構往往並不考慮花錢多少，而是
元人民幣，
“幸好事先購買了旅遊保 情需要，再由家庭醫生或專科醫生為其預約相關 盡可能以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來贏得患者的青睞。
因此，對於無保險者來說，在美國看病確實會是
醫院。
險，全額賠付款已經到賬。”
張敏把這段美國就診經歷記錄
“他們不會一生病就往大醫院跑，所以在醫 一大筆開銷。
中美醫療體制差異大
下來，8 月 23 日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 院裡看不到那麼多病人”
。一名在美國生活多年
醫院管理專家左立安認為，中美兩國國情不
上發表了題為《美西自駕遊 2：樂極生 的華人表示。
悲醫院遊！謹以此文向中國的醫護工
據瞭解，美國醫院的急診也普遍實行分級制 同，醫療體制也有較大不同，美國的醫療體系建
度，根據病患癥狀由重到輕，依次分為 1 到 5 級。 立在商業保險基礎之上，中國的醫療則處在基本
作者致敬！》的文章。
明星也曾吐槽國外醫療
比如像心跳驟停、大出血等嚴重危及生命的急診 保障水平，二者無法進行簡單比較。不過，他也認
一時間，網友們紛紛開始討論起 患者，就屬於 1 級範疇，需要立刻進行急診搶救。 為，應當看到中國目前醫療狀況中的進步。
此前，國務院醫改專家委員會委員發言人房
中美醫療體制孰優孰劣。更有不少網 一些不是非常緊急的病人，等待一到兩個小時也
志武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中美兩國的醫療
友直呼“還是在國內看病好”
！
屬比較正常。
其實，這段時間對美國醫療體制
而在國內多數患者掛了急診後，一般都能得 體制差異較大，相比之下，中國的醫改範圍、難度
的質疑不止這一起，藝人伊能靜近期 到醫生及時的處理，張敏在文中就提到，因為得 、深度都更多一些。不過，中美兩國都把醫改放到
“美國的醫改討論的是非常擁擠的
與美國醫生的糾紛也鬧得沸沸揚揚。 不到及時的診治，他差點網上搜索方法自學徒手 國策的地步，
汽車上還能不能擠上去
3000 萬人的問題。中國
據臺灣媒體報導，女星伊能靜在 複位了，在國內若等待四個小時，估計醫患關係
醫改
，
第一絕不是討論能不能再擠上去幾千萬人
7 月剖腹產下女兒，卻因為術後傷口 就緊張了。
感染，於 8 月初重新動刀清理傷處。
此外，與中國醫療體系截然不同的另一項內 ，國家決定了所有 14 億上車，不讓一個老百姓留
伊能靜在其個人微博中控訴醫生沒 容，就是醫療保險。美國並未實行全民公費醫療， 在車下，這就是我們說的全覆蓋。”房志武表示，
醫德、水平低下，還將自己的照片用 這一點在發達國家中十分少見。因此對於沒有購 中國的醫生護士比例是美國的十分之一，每一個
作醫院宣傳。但隨後，該醫生出面反 買保險的人來說，看病的確是一筆不小的花費。 醫生和護士承擔了比發達國家大很多的工作量；
擊，指責伊能靜 5 次複診都未參加， 國家會對老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進行相應的醫 此外，中國的醫改還要解決藥業行業的問題，醫
並稱其所說與事實存在出入。
療照顧，剩餘的大部分人需要自己購買健康保險 改範圍、難度、深度比國外醫改要難得多。
有業內人士就認為，儘管國內依舊面臨醫保
隨後，臺灣某醫院院長更是出面 ，或者由工作單位為其購買保險。
賬戶資金不足的風險
，看病貴和看病難的問題也
解釋稱，北美的醫療制度為“保守治
據此前報導，美國的醫療保障制度主要有公
仍然存在
，
但總體而言
，由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
療”
，會讓感染的傷口自己痊癒，這只 私兩套系統，一是 65 歲的老年人和低收入人群
民醫保
、
新農合共同構成的中國全民醫保
，完成
是每個地區的醫療處理方式不一樣。 通過參加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醫療福利計劃而
了從無到有的巨大飛躍
，
“我們可以批評
，
但也需
事實上，對於國外醫療體制的吐 獲得基本免費的醫療保險，針對老年人的是聯邦
槽早已有之，此前也曾有過明星藝人 “老年醫療保險”
，針對低收入者的是各州“醫療 要看到進步。”
在微博感嘆國外就診經歷。2015 年 12 輔助保險”
。二是大部分美國人參加的商業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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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沒有走到最後的妳：妳的名字是我青春的代名詞
每个人的一生里面总会有几个难忘的人，
不管是否还有联络，或者早已渐行渐远。在一
段时间过後，你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他，
可是你心里一直都清楚知道，他在你心里的地
位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些年，是他教会了你爱
；那些年，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爱人。
每个人的一生里面总会有几个难忘的人，
不管是否还有联络，或者早已渐行渐远。在一
段时间过後，你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他，
可是你心里一直都清楚知道，他在你心里的地
位是永远不会变的。那些年，是他教会了你爱
；那些年，是他让你知道，你可以爱人。
「但也许，青春成为一种印记， 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版本和诠释，深深烙印在生命底层，
我们保留了自己想要拥有的部分，我们变成了现
在这样的人。 於是，青春永恒的封存在记忆中
，无法删除，不能取代。」—张曼娟《青春》。
其实想不起来了，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
什麽样的场景，因为不仔细看的话，他瘦瘦的
身躯与并不是那麽突出的身高，很容易被埋没
在人群中。他甚至不是一般人眼中所谓的帅哥
天菜，但他有一双好看的眼睛，笑起来总是眯
眯的，眼角好像会说话。遇见他之前好像没有
什麽梦想是最想实现的，但遇见他之後，总是

希望可以就在某一个时刻永远停止，待在他身
边不要离开了。那时候我们眼中的爱情都还在
迷雾之中，你伸手不见前方，或许我们会有迷
惘的时刻，伸手不见五指，可是你知道这个人
在你身边与你一起前行，所以即使迷惘害怕，
你也能从其中感到一丝甜蜜，心甘情愿。
因为遇见他，你开始知道在乎与被在乎是
什麽样的感受。因为遇见他，你开始觉得原来
这个世界还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感受和心情。因
为遇见他，你会更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变好，只
为了能让彼此留在身边久一点时间。因为遇见
他，你开始知道爱情不是只在情歌中听到，电
影里看到，你的生活里，每一天每一天都在体
会着。也因为这个人，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
好的、坏的。因为这个人，你也有可能开始怀
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或是因为这个人而学会
了自重自爱，你会开始拥抱这个世界的不美好
。因为有他，你好像什麽都可以做到。
然而那时候的你太年轻，不管怎麽努力却
还是走不到一起，你知道你们就到这里了。可
是你也知道，你这辈子不会忘记这个人。你也
许不记得第一次遇见的情景，却记得他向自己
走来的每个刹那；不记得那时候爱听的每首歌
，却记得他曾唱给自己听的那首；不记得自己

多怕热多怕晒伤，却记
得他在球场上奔跑的身
影和牵着手一起走过的
大街小巷；不记得自己
在遇见他以前曾经嫌日
子无聊，但你记得有他
的时候你总是不无聊，
每一天都甜得像空气里
弥漫着糖。
致没能和我走到最
後的你，亲爱的你，最
後的最後是什麽样的情
景，就当作，已经忘记
了的不再提起。你就是
那种让人记起来以後又
太难忘的人，和你一起
度过了温暖的时光，那
些美好的细节，都牢牢
扎根长在心口上最柔软的部分，然後就知道这
是必须守护的什麽，因为是你教会了我爱情。
在那样的时光里我们都还没有被世界伤害
得太重，还以为温柔是一种能力而不是选择，
庆幸是你拥有过我最纯粹的温柔，还好我赶上
了我们的相遇。《左耳》里面有一句话说：

「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我不知
道我是爱对或爱错了你，我只知道，我庆幸我
生命中曾有过你。
致没能和我走到最後的你，不管你是否知
道，你是我最美的遗憾。如果有一天你问起，
也许我会告诉你，你的名字和我的青春等同於
一个场景，我在那个场景里好好爱过你了。

妳沒有什麼不好，只是他不喜歡妳
全心全意地喜欢一个人，但对方却怎
么也没被你的真诚所感动。爱情有时候真
的不是努力就能有结果的，在现实面前虽
然残酷，但结果就摆在那，谁也不应该勉
强。
人们总说着缘份、缘份，但没有想过
的是，能够走到一起的人，除了有缘更重
要的是有份。你遇到了他，你喜欢他，你
体贴他，却因为他的态度不明日日怀着不
安。你不知道自己要多努力，多乖巧体贴
，多麽温柔懂事或是风情万种才能让他多
看你一眼。他喜欢的你都努力做到了，他
不喜欢的你都尽量避免了，但最後只能眼
睁睁的看着他走向别人。
你没有不好，你很勇敢，你已经做了
所有能做的事了，现在该要接受事实了。
就像失恋一样，但差别在於你不曾真正拥
有过他，这是个遗憾，但也是件好事。所
以难过一天就好了，明天是新的一天，答
应我眼泪不要再掉下来。你要记住。

1. 相信自己值得被珍惜

你为他做的付出从这一刻开始可以停
止了，你没有做错，错的只是你把温柔给
错人了，可是没有关系，给错了可以收回
，好好留着最好的自己，有一天会有一个
人出现，然後告诉你，关於你的所有从今
以後由他来珍惜。

2. 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
没有他又有什麽关系，你的美丽与坚
强足以独当一面，你可以照顾好自己，你
有朋友，你有家人，还有你的生活，单身
有什麽关系，今天开始又可以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再也不用顾虑他喜欢或不喜欢。

3. 未来有更多值得期待
你一点都不缺对自己好的人，当然也
不缺喜欢自己的人。这个人已经错过你了
，你不能再错过自己。让自己维持在最好
的状态，才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好好地遇
见对的人。

大千世界

世界前所未有：
丹麥樂手水中呈獻精彩音樂會

近日，丹麦一支五人乐队在丹麦第
二大城市奥胡斯呈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音乐会，五名乐手在五个注满了水的玻
璃缸中大玩乐器，演奏出世界上从未出
现过的水中音乐。
据报道，在这个名为“水族馆声波

计划”的音乐会中，“音乐之间乐队”
(Between Music)的五名乐手全程得浸泡
在各自的玻璃水缸中，演奏特制的小提
琴、钹、铃铛、水晶琴和一种类似手摇
琴的新乐器 Rotacorda。
他们利用特制的“水听器”接收水

下的音乐声，经放大声波，
产生一种类似鲸鱼的啸叫声
。身兼多职的音乐总监斯科
夫曼德还得负责唱歌，她为
此特别练就了特殊的水下与
水面的唱歌技术。
斯科夫曼德表示，虽然
在水中表演面对许多局限，
但是“水也为音乐创造出一
种独特的音色，这是空气无
法提供的。”
据悉，水缸中的温度一
直维持在摄氏 37 度，最近在
呈献一场 50 分钟的音乐会前
，这些乐手得在水缸里泡近
六个小时做准备。
小提琴手兼音乐制作人
卡尔松说：“我们要证明，
不可能既是可能，也希望为
现场音乐注入新的元素。”
音乐之间乐队目前在欧洲各国巡回
演出，结束丹麦的表演后，下月将到俄
罗斯参加“吉列夫文化节”(Diaghilev
Festival)。

埃及千斤重女子據稱已減重 656 斤
家屬稱醫院撒謊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4 月 26 日报
道，埃及女子伊曼· 艾哈迈德· 阿卜杜拉
蒂(Eman Ahmed Abd El Aty)体重曾达
1000 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胖的女子。
几个月前，她在印度接受了减肥手术，
当地医生数日前宣称她的体重已经减轻
了 500 斤，最近又称阿卜杜拉蒂目前的
体重只有 172 公斤了，可是阿卜杜拉蒂
的妹妹谴责医生撒谎。
阿卜杜拉蒂在印度孟买的 Saifee 医
院接受了减肥手术。她的妹妹莎伊玛·
塞利姆(Shaimaa Selim)表示，医生对姐
姐目前的体重撒了谎，并称阿卜杜拉蒂
目前正处于虚弱状态，因为她可能已经
中风。但医院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愤怒的
驳斥。
这起争端源于塞利姆在社交媒体

上传短视频，宣称姐姐依然无法说话
或移动身体，体重也不像医生宣称的
减了那么多。在接受 BBC 采访时，塞
利姆再次强调医院在姐姐减重方面撒
谎。她说：“医生在手术前后根本没
有称量姐姐的体重。如果他有减重证
据，请向我们展示姐姐减肥前后的视
频。”
塞利姆还描述了姐姐当前的健康状
态：她体内的氧气不正常，几乎每天都
要吸氧。还有管子通过鼻子探入胃部，
因为她无法通过嘴吃喝东西。但医院发
言人表示，他们为阿卜杜拉蒂称量了体
重，现在重 172 公斤。
阿卜杜拉蒂 11 岁时患上中风，随
后体重激增，她已经为此 25 年未曾离
开家门。今年 1 月份，她来到孟买，并

于 3 月份接受了减肥手术。医院表示，
阿卜杜拉蒂现在已经可以乘坐轮椅，并
坚持坐姿更久。医院还公布了她减肥手
术后的照片。
有报道称塞利姆对治疗医院感
到很不满，因为医院认为阿卜杜拉
蒂的治疗已经结束，她很快就可以
回国。但塞利姆说：“世界各地都
有体重严重超标的人，他们通常要
在医院中住院一两年持续减肥，然
后才能恢复正常。但是在这里仅仅
一两个月，医生就认为姐姐可以出
院。毕竟她现在依然很虚弱，如果
在埃及发生意外怎么办，那里的医
院能处理吗？埃及可能没有人能帮
助我们，请让我们停留更长时间，
以帮助她减掉更多的体重。”

英國女子“復孕”誕三胞胎
罕見現象成全球首例

英国女子布罗德日前诞下非比寻
常的“三胞胎”——3 名在不同时间
怀上的宝宝，这种罕见的“复孕”现
象堪称全球首例。
据报道，布罗德首先怀有一对同
卵双胞胎姐妹凯思林和德莉拉，2 个
星期后再怀有最小的女儿塔比莎，并
最终在同一天“卸货”。
报道称，目前 3 名宝宝现已 18 个
月大，健康状况良好。
不同时间怀上 3 个胎儿这种

罕见的生理现象，被称为“复孕
”，意指子宫内胎儿开始生长的
时候，仍有胎儿开始在子宫内形
成。
据悉，全球迄今仅有约 12 宗复孕
案例，但布罗德则是首宗三胞胎“复
孕”个案。
37 岁的布罗德表示，希望孕育下
一代时已经年纪大，“我当时 35 岁，
以为要试一段时间才能怀孕……当我
试了数周就怀孕我很惊讶”。

英國男子愛上打赤腳
4 年不穿鞋 稱不會“汗腳”
33 岁的英国男子唐纳利(Ben Donnelly)因为不喜欢自己的脚流汗发臭，
于是开始打赤脚，而他更是自此爱上
了不穿鞋的感觉。现在，他已经打了
4 年的赤脚。
据报道，唐纳利生长于伦敦和剑
桥，从小就喜欢打赤脚跑来跑去。10
多岁时，他在网络上得知美国的“赤
脚运动”，但直到 2002 年他上了大学
，因为学校风气开放，他才开始身体
力行的打赤脚。
唐纳利说：“我的脚很容易发热
、流汗，穿鞋一直很不舒服。有时候
朋友会抱怨我脚臭，然后我发现，只
要不穿鞋，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虽然唐纳利在街上总是引人侧目
，但他的女朋友、32 岁的卡洛琳娜

(Carolina Lio)却支持他这么做。“我
记得这是他跟我自我介绍的第一件事
，但老实说，我不觉得有特别奇怪。
”卡洛琳娜说。
4 年前，唐纳利开始整天不穿鞋
，由于有癫痫无法开车，唐纳利也直
接赤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他表示：
“在伦敦有项好处，就是大家都不跟
彼此讲话，大多数人就走过去，不会
多说什么。”
尽管伦敦街头到处可能有玻璃、
烟蒂和宠物狗的排泄物，但唐纳利表
示，他很少受伤。
他说：“大概一年两次吧，我会
发现脚上有一些玻璃碎片。我脚上的
皮肤挺厚的，已经很久没有受伤流血
，也从来没有发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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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卢爱红
介绍了一季度就业形势和下季度工作安排，并就热点问题答记者问。据了解，今年
以来，中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运行，劳动者保障进一步完善，劳动关系协调工作取
得新进展，养老金投资进展顺利，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次实现上调。总体来看，
今年中国就业实现了温暖开局，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

骏作 （新华社发）

中国就业实现温暖开局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今年，
中国将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水平再次上调 5.5%左右，
从而使 8900 多万企业退休人
员和17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受益。卢爱红表
示，
这一增长比例是统筹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状况、
职
工工资水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多方
面因素后做出的慎重决策。
那 么 ，中 国 目 前 养 老 金 情 况 是 否 有 能 力 支 撑
呢？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五项基金总收入为 1.53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6.9%，总支出为 1.18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1.7%，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工作目前进
展总体顺利。截至 3 月底，北京、上海、河南等 7 个
省、区、市政府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了委托投资合
同，其中的 1370 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其
他资金将按合同约定分年、分批到位。
“养老保险基金是广大退休人员的养命钱，在整
个投资运营过程当中，我们将把基金安全放在首位，
加强监管，防范投资风险。”卢爱红说，未来人社部将
指导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规模比较大、支撑能力比较
强的省份抓紧启动投资运营，同时引导其他省份积
极参与。

针对未来的就业和劳动保障政策，对外经贸

政策保障﹃量质齐升﹄

亿资金已到位
1370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今年一季度，中国就业指标开局良好。最新数
据显示，1—3 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 334 万人，同
比 增 长 16 万 人 ， 增 长 幅 度 超 过 去 年 。 截 至 一 季 度
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3.97%，同比下降 0.07 个百
分点，实现了近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首次降到 4%以
下。卢爱红指出，扩大就业最根本的还是要靠经济
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和改革发展形势向好，对稳定
和扩大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卢爱红也表示，今年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
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就业总量压力仍然较大，高校
毕业生达到历史高位，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也需要一定
的就业空间；二是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产业转
型升级、技术进步所需的高层次和技能人才缺乏，结
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增多，化解产能过剩职工安置任务
也十分繁重。
“一方面，中国近年来产业结构升级态势有目共
睹，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业对就业吸纳能力明显提
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
动力供给压力也在减轻。因此，我国就业形势在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得以持续向好。”天津财
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认为要从“量”和
“质”两方面入手，既要解决好就业总量的问题，
也要同步提高就业质量。李长安指出，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大多数劳动者已经不满足于只拥
有一个工作岗位，而是要有一个更有尊严、更加
体面的工作。
“注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就业政策十分值得
肯定。例如，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现收现
付’制，随着老龄化的加深，一些地区养老金就
容易承受较大压力。因此，加强养老金长期投资
部署，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提升回报，有助
于增加就业质量，保障劳动者利益，是未雨绸缪
之举。”丛屹说。
丛屹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的新经济、新动
能、新业态正在快速发展，但劳动力供给却没能及
时跟上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需求，因此未来有关
部门还应该不断加强教育及培训力度，进而促进
就业升级。

在华留学生眼中的“一带一路”
黄沙漫漫，驼铃阵阵；海浪阵阵，帆船
点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留学生始终是
中外交流史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后，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的发
力点。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
生数量已突破 20 万人。

跨越千年
不变的文化交流与沟通
春日的古都西安，草长莺飞。在西北大
学佛教研究所里，来自印度的留学生冠秀杰
打开一卷 《大唐西域记》 认真研读。
1300 多年前，中国高僧玄奘从这座古都
出发，沿着古丝绸之路一路西行，到印度求
取 佛 经 。 归 国 后 ， 玄 奘 著 就 了 《大 唐 西 域
记》。
而今，冠秀杰来到中国攻读博士学位，
把 《大唐西域记》 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当时，印度还没有像中国记载历史的习
惯，印度对于当时历史与考古的研究都靠这
本书。我希望能推动两个文明古国更多交
流。”冠秀杰说。

一 部 《大 唐 西 域 记》， 联 结 了 古 今 ， 沟
通了中外。丝绸之路所承载的文化交流薪火
相传。
“世界非常大，你要走出土耳其，用不同
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在父亲鼓励下，
土耳其男孩白振国高中毕业后来到中国，在
西北大学新闻学院开启了人生新的一页。
2015 年暑假，白振国在中国西部 7 个省区
进行了 51 天的旅行，行程近 3 万公里。这场
旅行被他整理成了一本名为 《51 天中国行》
的书，独特的视角让更多人了解到真实的
中国。
“我的梦想是学习马可·波罗，做一名文
化交流的使者。”白振国说。

创造机遇
在携手发展中实现共赢

厦门大学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蒋菁璟至今
还记得小时候往返于家乡泗水市与附近马都
拉岛之间的不便：两地距离只有 5 公里，但只
能靠渡船进行有限的联系和交往。
修建连结两地大桥，是当地居民的愿望。
在中国技术支持和两国施
工人员合作下，苏拉马都大
桥修建完工。
“ 交通便利了，
我们的友谊加深了。”蒋菁
璟说。
“‘一带一路’提出后，
两国的合作越来越多，在华
留学生毕业后会有更多机
会。”蒋菁璟说。
在华侨大学泰国留学
生沃拉萨·平泰松看来，中
泰两国围绕“一带一路”
的合作潜力巨大。“泰国目
前提出了‘泰国 4.0’的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留学生在上汉语课。新华社记者 才扬摄
展战略，将加大科研力

度，推动经济升级转型，这与‘一带一路’
能够很好结合。”沃拉萨说。
微信、支付宝在泰国上线，并可支持泰
铢结算；电商平台逐渐引入，改变着人们的购
物方式；曼谷街头引入中国产电动汽车，并配
备一卡通支付……在泰国，沃拉萨和朋友们感
受到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
济联盟对接前景广阔，这几年，两国在经济
领域的合作明显活跃了，给我带来了很多的
期待。”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
埃列奥诺拉·盖南说。

①

开放包容
为人类社会贡献新智慧
“最齐全的宗教博物馆。”——这是缅甸
留学生沙金亮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泉州最深刻的印象。就读于华侨大学的
她，已在泉州度过了 3 年时光。
对于沙金亮等在华留学生而言，“一带一
路”倡议在继承传统基础上，为世界贡献着
新的智慧。“中缅两国有着共同的愿望，‘一
带一路’对缅甸是很好的启发。”沙金亮说。
就读于厦门大学孔子学院的巴基斯坦留
学生穆罕默德·哈桑·拉乌夫期待毕业后回到
祖国，成为一名优秀的汉语教师。在穆罕默
德看来，“一带一路”的底色是合作和包容。
“我们的宗教和文化有差异，却是兄弟，去年
两个国家一起修建了 M4 高速公路和瓜达尔
港。”穆罕默德说，“中国很积极地与很多国
家合作，带来的是共赢的局面。”
“新的发展模式应当是什么样的？‘一带
一路’所强调的开放和交流是很好的方案，
希望它能够为世界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埃
列奥诺拉说。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记者郭奔
胜、尚昊、许祖华）

②

“一带一路”上的跨境医疗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新疆依靠与 8 国接
壤的地缘优势和领先于周边的医疗水平，努力打
造面向周边国家的国际医疗服务中心，加强医疗
服务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5 家自治区级三甲医
院成立了国际医疗服务部，并配备掌握周边国家
相关语种的医护人员，为外籍患者开通“绿色通
道”，提供便利条件。
图① 在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
刚在该院做完心脏支架手术的、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亚历山大（左二）和妻子（左一）与医护人员在一起。
图② 在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
医院，护士与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古丽和她的孩子
互动。古丽的孩子就是在这家医院降生的。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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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美國2017
今日美國
2017全新上線
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來臨，順應時代潮
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型
態美南資訊網站 「今日美國」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
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2017 年全新上線，帶領
休士頓華人媒
體發展進入新
紀元。
「今日美國
」 網站(www.
today-america.com) 升 級
原有美南新聞
網站，以 「展
現最真實全面
的美國生活，
提供最強大的
實用的資訊平
台」 為宗旨，
把美南報業電
視傳媒集團擴

大成為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聞外，也包含
美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者
最在地的北美生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 網站， 「讓今日與眾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
最堅實的新聞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包
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塊、美南電視
STV15.3、ITC、美南印刷、各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另
外，美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頁、分類廣告與
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者
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 15.3 頻道每周七天，持續每天 24 小時播出
即時新聞、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座談、理財
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內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當
地國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且多樣化，未來，
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國網站
。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美南麥當勞教育展和春節
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
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
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
關資訊，持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讀 者 只 要 搜 尋 「 今 日 美 國 」 ， 或 輸 入 「www.toHouston, TX 77072詢問。

熊雅麗---實習心理諮詢師
【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誰之錯？能避免嗎？

(下)

“這些孩子的父母們放棄之前的
婚姻，勇敢地追尋自己的幸福生活，
結果呢？忽視了孩子心理健康的需要
，擺在眼前的是更多的麻煩。”我默
想著。又想起一位同胞媽媽的話，大
意是說她不大理解有了孩子又離婚的
夫婦，她個人的觀點是即使婚姻再不
幸，為了孩子也會委屈在這個婚姻裡
。
看著眼前的這群心理失調學習受
阻的孩子們，心裡不禁為那位同胞媽

媽點了一個大大的讚。午餐時我把自
己的內心活動簡單跟同事 G 交流了一
下，順便問問她的觀點。G 爽快回答
，“我也觀察到離婚事件對孩子的影
響，但是婚姻不幸福當然要離婚了！
離婚沒有錯，錯是錯在父母雙方沒有
努力而有效地將不良影響降到最低，
因此導致孩子成了受害者。”
當天晚上下班在超市買菜時竟然
偶遇那位同胞媽媽的先生，打招呼後
他開始訴苦，抱怨夫妻倆人的養育孩

子觀念的截然不同，妻子常常在孩子
面前貶低他的觀點導致父親在家沒有
任何權威。“孩子指使我簡直就像我
是家裡的僕人，”他強調。臨走時他
不忘囑咐，“你有空打個電話給我太
太，問問孩子怎麼樣，實話說我覺得
孩子有些問題需要接受幫助了。比如
在家裡不願意接受任何管教，經常威
脅說要報告警察我虐待孩子，真是一
點兒脾氣都沒有！”
這個外表和睦的家庭看來有些失

調了。我心理的天平開始偏向同事的
觀點。審視一下自己的原生家庭，記
得小時候最怕的就是父母吵架，鬧離
婚；剛剛成年後每每回顧到家裡大多
時候的氛圍，都會想，他們真該離婚
，沒準兒成長的環境會好點兒；當有
了自己的孩子後，我開始感激父母為
自己創造了一個完整的家庭，盡管經
歷了諸多由於父母不合而帶來的痛苦
。
回到前面幾個孩子的故事。W 的

父親當天下午給醫生及諮詢師分別打
電話表達了他的擔憂，三天後 W 結束
了心理輔導回到學校；L 繼續“混”
了兩個星期，每次的小組上她只做兩
件事：畫畫和玩撲克牌；由於校長的
特批，小胖子 C 上午半天來醫院接受
心理輔導，下午回學校上最後兩節課
，一星期後完全回歸正常學校生活。
屈指算來一個月了，沒有聽到這
些孩子們任何適應不良的消息，祝願
他們一切安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