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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屋銷售創十年新高

買氣仍旺

經濟師理查德（Nela Richardson）說：
“3
月份的銷售幅度是不可持續的。銷售飆
升，但庫存卻沒有。”
在過去的一年裏，房屋銷售增加了
5.9%，但市場上的庫存卻下降了 6.6%，
至 183 萬套。這意味著更多的買家在爭
搶更少的待售房。其結果是房價飆升。3
美國 3 月份成屋銷售上升了 4.4%，創十年新高 月份的銷售中間價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6.8%，達到 236,400 美元，遠高于工資增
美國 3 月份成屋銷售創十年新高，近期房
貸利率又下跌，可能會持續刺激房市持續增長。 速。待售房在市場上平均只有 34 天，遠低于去
根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的最新 年同期的 47 天。
3 月份，美國東北部、中西部和南部的銷售
數據，3 月份成屋銷售上升了 4.4%，達到季節性
調整後的 571 萬套。這是自 2007 年 2 月份以來的 量都上升了，但西部卻下降。
隨著近期房貸利率的下跌，購房需求可能
最大增幅。
現在美國房市面臨的問題是：穩定的經濟 會增加。根據房地美公司（Freddie Mac）的數據
刺激了購房需求，但待出售的房屋數量卻在日 ，在 4 月 20 日結束的那一周，30 年固定房貸利率
益減少。其結果導致房價增長的速度超過收入 下降到 3.97%，而在此的前一周是 4.08%，3 月中
的增長，待售房在市場上的時間也更短。這將抑 旬是 4.3%。
房貸利率的下降將刺激更多的買家。房地
制房市的進一步增長。房地產公司 Redfin 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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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元 1 小時
100 元/6 次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Open 7 day A Week
跌打、扭傷、腰疼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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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舖 招 租 黃 金 地 段 店面有限

KATY亞洲城位於I-10和TX-99東北角

韓 亞 龍 超市 商場主力店
步行1分鐘到 休士頓大學 KATY校園
John Woo | 832-876-8678 | Texas Ally Real Estate Group
微信: JohnTheRealtor | JohnTheRealtor@hotmail.com

網址：www.scdaily.com

美公司副首席經濟
師 基 夫（Len Kiefer）
說：
“現在進入了春
天，正 是 房 市 旺 季。
低房貸利率將提升買家的購買力。”
去年 11 月總統大選後，普遍認為共和黨的
稅改、基建投資和放鬆監管將刺激經濟發展，同
時導致利率大幅攀升。但是，近期敘利亞和朝鮮
危機、法國大選的不確定性、川普總統的稅改和
財政計劃的進展甚微，給未來數月的經濟增長
多少蒙上了陰影。這導致上周的美國 10 年期國
債收益率接近 5 個月來的最低，房貸利率也隨
之下降。
然而，預計美聯儲今年還要升息兩次。這可
能導致房貸利率上升。網絡房地產公司 Owners.
com 主席烏德爾森（Steve Udelson）說：
“市場從
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不穩定，很多大事正在發生。
”
(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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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 在美國能租到什麽房

1000 元在美國各地能租到什麼樣的房子？ 租金：$900
在紐約、西雅圖、華盛頓特區等城市只能在郊區 大小: 一臥室, 450
租個小單間，但是在其他地方卻能在市中心租 平方英尺
下整套的奢華裝修的大 house，差异之大令人驚 位 置: 斯 普 林 瓦 利
（Spring Valley）
嘆。
據華爾街見聞報道，美國人越來越不願意 設施：新裝修、停車位
購買住房。地產公司 redfin 的一份報告，截至
2015 年，美國 100 座大城市中，有 52 座城市租房 6. 丹佛，科羅拉多州（Denver, CO）
人數占主導，另外，在“金融危機”爆發後（2009 denver.craigslist.org
年開始）
，有 21 座城市從買房占主導轉變為租房 租金：$915
占主導。
大小：一臥室，575 平方英尺
這些城市包括丹佛和聖地亞哥這類房地產 位置: 奧羅拉（Aurora）
熱門城市，也包括底特律和巴爾的摩這樣的房 設施：泳池、游樂場、洗衣房
地產低迷城市。
那麼如今的房租又是怎麼樣的呢？下表是 7. 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Hartford,
公寓上市網站 RentHop 最近給出的 10 個大城市
CT）
的平均租金。
hartford.craigslist.org
能不能租到租金僅需千元的住房呢？Buzz
租金：$950
Feed 依據 Craigslist 的數據，在全美 50 個州進行
大小：一臥室，750 平方英尺
了搜索，一起隨僑報網看看他們得出了什麼結
位置：西哈特福德（West Hartford）
果吧。
設施：取暖、熱水、新裝修的浴室和廚房

上

1. 伯 明 翰，阿 拉 巴 馬 州（Birmingham,
AL）
8. 威爾明頓，特拉華州（Wilmington,
租金：$1,000
DE）
大小：兩臥室，1,350 平方英尺，公寓
位置：霍姆伍德（Homewood）
設施：游泳池、網球場、私人健身中心、空調

delaware.craigslist.org
租金：$1,075
大小：一臥室，二層，公寓，900 平方英尺
位置: Trolly Square/Brandywine
2. 安克拉治，阿拉斯加州（Anchorage, 設施：硬木地板

AK）

anchorage.craigslist.org
租金：$1,085
大小: 1 臥室, 425 平方英尺
位置：安克雷奇市區（Downtown Anchorage）
設施：地板采暖

9.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washingtondc.craigslist.org
租金：$1,076
大小：一臥室，652 平方英尺
位置：福雷斯特維爾（Forestville）

設施：中央空調、社區庭院、美食廚房

租金：$900
大小: 三臥室，兩個半浴室，1,994 平方英尺
10. 杰 克 遜 維 爾，佛 羅 裏 達 州（Jack- 位置：亞特蘭大南（Southeast Atlanta）
設施：全不銹鋼電器，新裝修
sonville, FL）
jacksonville.craigslist.org
租金：$795
大小：三臥室
位置: 拉克瓦納（Lackawanna）
設施：硬木地板

11. 亞特蘭大，佐治亞州（Atlanta, GA）
atlanta.craigslist.org

3. 圖森，亞利桑那州（Tucson, AZ）
tucson.craigslist.org
租金：$1,000
大小: 一臥室, 1,000 平方英尺，公寓
位置: 百老匯和霍頓（Broadway，Houghton
）
設施：齊全，另有山景

4. 小 石 城，阿 肯 色 州（Little Rock,
AR）
littlerock.craigslist.org
租金：$ 895
大小：三臥一浴，1,800 平方英尺，獨立屋
位置：小石城市區（Downtown Little Rock）
設施：廚房中設餐廳、洗衣間、安全系統

5. 聖迪亞哥，加州（San Diego, CA）
sandiego.craigslist.org

伯明翰，阿拉巴馬州（Birmingham, AL）

12. Wa'a Wa'，夏威夷（Wa'a Wa', HI）
honolulu.craigslist.org
租金：$900
大小：一臥室，一浴室，600 平方英尺
位置: 普納（Puna）
設施：3.5 英畝的院子有果園、花園、甚至雞舍，
無線網絡、衛星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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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
15. 布 盧 明 頓，印 第 louisville.craigslist.org
安 納 州（Blooming- 租金：$949
大小: 二臥室, 1,288 平方英尺
ton, IN）

13. 博伊西，愛達荷州（Boise, Idaho）
boise.craigslist.org
租金：$1,100
大小：二臥室，980 平方英尺
位置：梅裏第安（Meridian）
設施：全新建築、拱形天花板、公寓洗衣機和烘
乾機、不銹鋼器具、游泳池、健身中心、帶頂棚的
停車場和游樂場

14. 芝加哥，伊利諾伊州（Chicago, IL）
chicago.craigslist.org
租金：$700
大小：一臥室，一浴室
位置：羅杰斯公園（Rogers Park）
設施：燈光充足的房間、後院平臺、交通便利

）

下

minneapolis.craigslist.
org
租金：$1,095
位置
：
新奧爾巴尼
（New
Albany）
大小: 一臥室，一書房
bloomington.craigslist.
設施
：
全新裝修的浴室和廚房
、
一個車位的車庫
，
面積 850 平方英尺
org
、
新木地板
位置:
卡爾霍恩湖（Lake Calhoun）
租金：$1,050
設施
：
原木家具
、硬木地板、免費會員健身中心、
大小：三臥室，獨立屋，1,
洗衣房
19.
新奧爾良
，
路易斯安那州
（New
Or000 平方英尺
leans, LA）
位置: 布盧明頓北
25. 哈 蒂 斯 堡，密 西 西 比 州（Hatties設施：不銹鋼電器、大型 neworleans.craigslist.org
burg, MS）
圍欄後院、有頂天井、路 租金：$1,100
邊停車場
大小：二臥室，一浴室
hattiesburg.craigslist.org
位置：上城（Uptown）
租金：$1,000
設施
：
新裝修
、
中央空調
、
步行可達當地眾多景
大小：三臥室，獨立屋，1,300 平方英尺
16. 德 梅 因，愛 荷 華
點
、
法式門
位置: 南密西西比州大學附近
州（Des Moines, IA）
設施：地下室、廚房房、法式門廊、一車位車庫
desmoines.craigslist.org
租金：$995
大小：兩臥室，兩浴室，1,014 平方英尺
位置：尤因公園（Ewing Park）附近
設施: 洗衣機、烘乾機、空調、洗碗機

17. 威奇托，堪薩斯州（Wichita, KS）
wichita.craigslist.org
租金：$900
大小: 四臥室，二浴室，1,487 平方英尺
位置: 牛頓（Newton）
設施：新裝修、巨大的後院、洗衣機、烘乾機、臨
街停車場

20. 波特蘭，緬因州（Portland, ME）
maine.craigslist.org
租金：$1,000
大小: 二臥室，一浴室
位置：波特蘭南
設施：采光好、硬木地板、臨街停車場

21. 巴爾的摩，馬裏蘭州（Baltimore,
MD）

baltimore.craigslist.org
租金：$925
大小: 二臥室，738 平方英尺
位置：巴爾的摩西
18. 路易斯維爾，肯塔基州（Louisville, 設施：洗衣房、臨街停車場

22. 波 士 頓，馬 薩 諸 塞 州
（Boston, MA）
boston.craigslist.org
租金：$1,000
大小：一臥室，1,050 平方英尺
位置：羅威爾（Lowell）
設施: 這一價格的住房在波士
頓根本是不可能找得到的！

23. 底 特 律，密 歇 根 州
（Detroit, MI）
detroit.craigslist.org
租金：$795
大小：二臥室，一書房
位 置：格 羅 斯 岬 公 園（Grosse
Pointe Park）
設施：全套家具、前廳、後陽臺

芝加哥，伊利諾伊州（Chicago, IL）

24. 明 尼 阿 波 利 斯，明 尼
蘇達州（Minneapolis, MN

威奇托，堪薩斯州（Wichita,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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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政令限制越多 房價越泡沫
潰敗”
，而以史為鑒地重新梳理出一套樓市合 “歷史遺跡保護”等政治性口號。不僅如此，
理的運作機制。也因此，進一步地，這位奧地 這些限制的使用範圍還在逐年擴大。在這樣
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為大眾撰寫了一本 的限制下，加利福尼亞州開始出現越來越多
的“空地”
，土地資源被人為造成一種稀缺狀
經濟學通俗讀物：
《房地產的繁榮與蕭條》
。
態，這自然就推動了土地價格的上漲，並最

限制政策越多，房價越高

在這本書裏，索維爾詳細闡釋了 2008 年
金融危機之前，美國房地產市場是如何產生
泡沫的。
首先，索維爾發現，危機前的美國房地產
市場發展是不均衡的。的確，美國房地產的繁
榮與蕭條是一個全國性問題，但是問題的根
源卻趨向于集中在一些房價過高、波動過大
的區域。比如，從 2003 年到 2004 年，美國全國
房價的漲幅為 13%，但它的統計範圍裏同時
包括了漲幅為 4%的密歇根州，和 35%的亞利
桑那州。而加利福尼亞州的漲幅更是一直都
數倍領先于全國。尤其是加利福尼亞州沿海
岸，一直都是全美高房價的最大市場，也是房
價漲幅最快的區域。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處于
加利福尼亞州房價的漲幅一直都數倍領先于全國
巔峰狀態的 2005 年，全美房價漲幅最大的十
儘管早在 10 年前，大名鼎鼎如謝國忠者便堅定地看跌中國 個區域全部位于加州。
地產價格，但中國地產價格卻以一輪比一輪劇烈的上漲，讓經濟
曾幾何時，加州的房價水平與全美其他地區並沒有太大的
規律、經濟學家一次又一次的被啪啪打臉。時至今日，已經鮮有 差別。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加利福尼亞州沿海的房價才逐漸抬
人敢對中國房價漲跌抱有篤定的觀點——雖然對于中國房價是 高，從此領跑全國。到 2005 年，在舊金山灣區，一幢普通房屋的
漲是跌，依舊眾說紛紜。
售價超過了全美平均房價的 3 倍。在加利福尼亞州各市縣中，購
只是，泡沫在破滅之前，就像是“房間裏的大象”
，絕大多數 買普通大小房屋的資金完全能夠在其他區域購買大型豪宅。
人都不願意承認它的存在。
這些房價過高的區域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索維爾發現，慣
不過，就在 10 年前，另一個國家的房地產市場曾經從極度 常的觀點——收入上漲、人口增加，都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這些
繁榮旋即掉落到極度蕭條之中，個中的慘痛經驗，卻著實值得今 區域何以比其他區域房價更高、漲幅更快。如當加利福尼亞州的
天的中國予以警惕——那就是美國。
房價已經數倍于全國平均值時，該州人民的收入增幅甚至低于
2008 年的美國金融危機，根源就在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破裂 美國其他地區。而人口增長方面也很難支撐前述的理論，因為舊
。不過，無論是學界還是大眾，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多將目光盯在 金山半島 20 世紀 70 年代期間的人口增長，與全國增長的幅度
次貸危機和金融創新的風險之上，卻逐漸忽略了房地產市場存 大體持平，甚至于像加利福尼亞州帕羅奧圖市這樣的地區，在這
在的問題。倒是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借用 一時期的人口數量還退減了 8%，但房價同期卻上漲了近 4 倍。
《紐約時報》兩位作者的話，指出了危機的本質：
“房地產，一貫是
事實上，造成地區間房價差異的最大因素在于土地的價格。
引領經濟走出衰退的引擎，這一次卻一反常態，似乎越來越可能 根據美國國民經濟調查局的估算，在芝加哥，每 1000 平方米的
成為經濟的絆腳石。房地產市場從本世紀初盛大的綻放已然轉 土地為房屋成本貢獻 140,000 美元，在聖地亞哥這一數字為 285,
入壯觀的潰敗，而其影響將可能會持續數年才得以消退”
。
000 美元，在紐約約為 350,000 美元，而在舊金山則接近 700,000
顯然，索維爾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忘卻房地產市場的這次“大 美元！這也就解釋了，何以在舊金山普普通通卻價格不菲的房屋
會遍布整個城市。
既然，是土地價格差異導致了不同地區間的房
地產價格的不同，那麼或許我們還會繼續提問，為
什麼各地區間的土地價格差異會如此之大？另外，
為什麼加利福尼亞州的房價會在 20 世紀 70 年代出
現暴漲？該州的土地供應量顯然不可能在這個時期
發生巨大的變化。對于這兩個問題，索維爾尖銳地
指出，
“變化真實的發生了”
，但它“是一種政治性的
變化”
。
考察歷史可以發現，正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加
利福尼亞州開始廣泛制定嚴格限制土地使用的法
律和法規。這些法律和法規普遍禁止在開闊地上建
房，目的是“保護空地”
、
“保護耕地”
、
“保護環境”
、

上

終導致普通大小的房屋也成為百萬“豪宅”
。
加利福尼亞州的現象很好地解釋了為何部分地區的房價會
突然“騰飛”的現象。索維爾指出，同樣的土地限制政策，自 20 世
紀 70 年代開始，從加利福尼亞州沿海岸各縣廣泛地傳播到全國
各地，一直延續到多年以後。而不管土地政策在何年、何地頒布，
當地房地產價格都應聲飆升，無一例外。針對全美各縣的調查證
明，那些讓“房地產市場變得難以承受”的時刻，往往伴隨著“當
地政府發展管理措施或限制政策的出臺和通過”
。
當然，禁止在開闊地上建房並非唯一的限制法律或政策。在
美國各地出臺的各項限制發展政策中，還包括區塊劃分、建築物
高度限制、最小地塊面積規定、遺跡保護限制、建築許可限制、農
用地保護制度等。而在一些地區的司法體系中，規劃委員會擁有
絕對的權力裁決建築的許可與否，這也使得該委員會的存在直
接導致了房地產成本的增加。
行文至此，我們大致能夠理解美國房地產市場不平衡的“繁
榮”背後的邏輯：出臺了由一系列限制政策組成的城市發展管理
計劃的地方，房價往往格外“繁榮”
，通常就是全國平均水平的數
倍，而“缺乏管理”的城市的房價，事實上仍可被大多數民眾承受
。調查顯示，在一個位于“缺乏”城市發展管理計劃的美國城市的
家庭，可以 150,000-200,000 美元的價格購買到一幢面積大約為
200 多平方米的優質“中產階級”住宅，而在那些擁有 10-15 年發
展管理計劃的城市，同樣的房屋將耗資 300,000-400,000 美元，
如果發展管理計劃延長到 25 年或更久，那麼同質的房屋價格將
達到 500,000-1,500,000 美元之間。例如，從沒有過任何區塊劃分
法規的休斯頓，市里一幢價格 155,000 美元的房屋，在土地政策
“無窮無盡”的聖瓊斯價格會超過百萬美元。(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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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政令限制越多 房價越泡沫
場卻甚少呈現出投機性，市場也穩定得多。

中國能吸取多少教訓？

金融“創新”給房價泡沫推波助瀾
土地限制政策導致美國部分地區的房價“騰飛”
，另一方面，
索維爾也發現，在這個過程中，脫胎于房產“創新”金融的各種新
奇融資手段，也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而後者直接導致了後來金
融危機的發生。
索維爾提到，所謂的房產“創新”金融，就是通過各類金融工

具來降低購房門檻，使得低收入者或無力購房者，也能夠加入到
購房大軍之中。這些“創新”金融產品包括：零首付貸款、變動利
率貸款、房屋淨值貸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房屋淨值貸款中
有一種產品叫做“再融資兌現”
，簡單來說，就是當市場利率重新
向下調整的時候，貸款人將重新以新的貸款來代替舊貸款。在低
利率時代，類似“再融資兌現”的工具自然頗受歡迎，但當利率重
新步入上行軌道時，這樣的工具卻會直接刺破金融創新的泡沫
——隨著償還能力的失去，貸款人的違約率也大幅提升。在某種
程度上，
“再融資兌現”這一工具似乎讓我們看到了“龐氏騙局”
的影子。
表面上，上述這些金融“創新”是房地產市場繁榮的結果。但
索維爾卻指出，這背後也暗藏著“政府之手”
。他強調，21 世紀初
興起的新型、高風險的房屋購買融資手段之所以能夠演變成為
主流，並取代傳統的貸款原則和標準，是得益于銀行及其他信貸
機構的授權。更重要的，正是政府機構批准了更寬鬆的抵押貸款

下

儘管，索維爾在書裏分析和批判的危機
前的美國房地產泡沫，有著特殊的國情因素
，但對照今天的中國卻不由得讓人生出某種
“共鳴”
。事實上，正是在土地市場的嚴格管
制下，
“麵粉貴過麵包”的問題已經成為今天中國房地產市場的
“俄狄浦斯難題”
。也正是由于土地市場在行政干預下產生的價
格扭曲，傳導至房地產市場，使得房地產價格一直以來都“欲抑
還漲”
。這樣看來，索維爾描述的“限制導致飛漲”的現象在中國
也同樣存在。
另一方面，在購房者的剛性需求面前，房價下跌預期又難以
出現，金融機構以及其他中介機構也同樣產生了工具創新的衝
動，去撮合購房者和賣房者取得交易。與美國當年的繁榮時期一
樣，2016 年中國房地產市場也一度出現了諸如“首付貸”之類的
申請標準，才推動了信貸機構的授權衝動，以至于房地產金融 新型融資工具，這些產品在本質上與美國曾經興盛一時的“零首
付貸款”並無二致。
“創新”泛濫。
這樣來看，今天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一些問題，危機前的美國
2002 年，喬治•W•布什總統敦促國會通過了《美國夢首
也都發生過
。也因此，索維爾的建議或許也對我們有著重要的參
付款法案》
。該法案明確，將給予那些低收入有意購房者以首付
考意義
。
作為奧地利學派的信徒
，索維爾自然是提倡減少政府干
款補貼。此後布什繼續敦促國會通過立法，允許聯邦住房管理局
開始向低收入人群發放低利率、零首付的房屋抵押貸款。在這樣 預，而建議相信市場的力量。
當然，我們應當承認，在有些方面，索維爾對政府的警惕和
的背景下，其他政府部門也開始放鬆抵押貸款的要求。在政府的
力推下，傳統的信貸產 排斥或許有些過頭。例如，無論政府的動機如何，改善低收入者
品急劇萎縮，創新性的 的居住條件還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我們也應看到，他對房地產市
彈性信貸標準的抵押貸 場過度“繁榮”背後的邏輯梳理，的確值得深思。起碼有一點他是
款則開始飆升。低收入 對的：政府干預會增加市場的不確定性。
所以，回到我們的房地產市場，想要真正理順“麵粉和麵包”
者憑藉著政府的“幫助”
的關係
，疏導地產價格走向穩定，可能最根本的還需要廓清一個
實現了購房夢，但房產
金融創新卻在朝著泡沫 老問題：那就是市場與政府的關係。而最根本的，如何減少政府
干預給房地產市場帶來的不確定性，恐怕才是避免樓市泡沫最
的大路上狂奔。
所以，整體來看，在 好的“藥方”吧。(文章來源：網絡)
次貸危機前發生
的這場美國房地
產市場的繁榮和
衰退，背後似乎始
終都有政府的影
子。無論是不同地
區間的不平衡，還
是房地產金融領域五花八門的創新工具，無一不都是政策
引導的結果。而這恰恰證明了，大多數政策制定者並沒有
真正理解房地產市場的運行邏輯。
正如索維爾所指出的那樣，
“不論是在房地產的繁榮
時期還是蕭條階段，關于房地產市場的基本概念都存在著
本質的錯誤”
。多數人認為，自由市場不支持可承受的房價
，因此，政府的干預和投資必不可少，唯有如此，老百姓才
可能安家置業。但發生在美國的事例卻證明，事實與我們
所構想的恰恰相反：政府以限制的方式大量干預房地產市
場的地區，房價往往呈現遙不可及的狀況，而在房地產市
場被政府“忽視”的那些地區，房價在家庭收入的占比甚至
持續下降。也同樣，正是在那些房地產過分“繁榮”的地區，
房產金融創新的方式和花樣也最多，房地產市場呈現出的
投機性也最強；反之，那些缺少過度管理的地區，房地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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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評 為 8 分 族裔人口比例高的地區（諸如西海岸
的女人，到了 的加州、俄勒岡州及南方的佛羅裡達
，紋身
紐 約 就 至 多 州、德克薩斯州和內華達州等）
只能是 6 分， 文化越是流行。
8. 美國各地區英語用詞方面的
原因是灣區
男人占多數， 差別
中國人講普通話會有用詞上的
而紐約是女
差別（比如“窩心”這個詞，在南方人口
多於男。
美國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歐 那、阿肯色、田納西、密西西比、肯塔基 較為盛行，因為南方各州非裔人口比
中是褒義詞，表示溫暖安心；而在北方
5. 加州令人頭疼的交通
洲文化的延伸，因為美國人的語言、人 、亞拉巴馬、佐治亞、南卡羅來納、北卡 例高，愛爾蘭後裔相對較少。
說到民風自由、種族多樣性非常 人眼裡這是個貶義詞，表示難受煩心）
3.“軟性飲料”(Soft drinks, 不含
口構成、立國精神等都源於歐洲。另一 羅來納等黑人比例較高的州。由於該
高的加州，就不得不提到加州令人頭 ，美國人講英語也會有差別。更多美國
方面，美國文化又與歐洲不同，因為歐 地區有大量的福音派新教徒，民風非 酒精的飲料)
疼的交通……除了北加的灣區尚有公 國內英語詞匯上的說法差異，詳見此
當美國人提到“軟性飲料”
（Soft洲移民在北美大陸上驅趕走印第安人 常保守，對宗教十分狂熱，日常行事都
共交通 Bart 系統（類似於地鐵，聯結了 鏈接：22 Maps That Show How Ameri後，在一片荒蕪曠野之地創造了令人 要以聖經作為基本準則，去教堂做禮 drinks, 不含酒精的飲料）時，不同地區
舊金山、聖約瑟、奧克蘭、伯克利、薩克 cans Speak English TotallyDifferently
讚歎不已的燦爛文明。所以，總體上說 拜的人數比例要遠遠高於美國其它地 的人們使用的詞匯是不一樣的。如下
朗門托等灣區主要城市）
，加州其他地 From Each Other。
，美國文化習俗與社交禮義時，既有歐 區。在 美 劇 TBBT（生 活 大 爆 炸）中， 圖所示，被鮮綠色所覆蓋的新英格蘭
9. 美國火車
區基本可以說是沒有公共交通。美國
Sheldon 就因為來自保守的南方 Texas 地區和西海岸地區（以及少部分中部
美文化的相同性，又存在著相異性。
在美國，一般的出行方式是坐飛
許多地區的公路最左道被規定為拼車
（蘇打碳酸水）
文化習俗是個範圍廣泛、內容複 而常被大家取笑他家鄉和他媽媽的生 地區）的人們使用“Soda”
，是給坐了兩個人以上的汽車的專用 機、大巴或自己開車，極少人會選擇坐
來指代軟飲，被黑色所覆蓋的廣大中
雜的題目，涉及人在社會生活和交往 活習慣。
通道。南加城市洛杉磯市內的 405 號公 火車。現今的美國鐵路已經極少用於
（汽水）
，
中的方方面面，下面，本人主要介紹美
2. 聖 帕 特 裡 克 節（St. Patrick's 西部地區的人們則使用“Pop”
路有“北美最大停車場”之稱，加州汽 客運，相當多的地區甚至都沒有鐵路
而被翠綠色南方地區的人們則使用
國各地區生活習慣上的差異，以便新 Day）
或火車站，即便是在有鐵路運營的地
車的普及率和保有量可見一斑。
（可樂）
。
每年 3 月 17 日的愛爾蘭節日聖 “Coke”
移民更好地融入當地的生活。
6. 美國對“進門是否脫鞋”各地 區，坐火車的花費也往往高於坐大巴
4. 美國西岸文件 VS. 美國東岸文
，芝加哥
根據地區差異，美國分為如下幾 帕特裡克節（St.Patrick's Day）
和飛機。相對來說，東海岸的軌道交通
區文化不同
個地區：新英格蘭地區，中大西洋地區 市內的芝加哥河都會被染成綠色，紐 化
在美國，進門是否脫鞋也因地區 要發達些，當然了跟中國那是沒法比，
以 矽 谷 灣 區（Silicon Valley, Bay
，南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及西海岸地區 約的第五大道也會舉行大遊行，全國
文化不同而異。在大部分南方各州及 但跟公共交通幾乎為零的中部和西海
。其中西海岸地區還可以分為太平洋 各地的人們也都會穿上至少一件綠色 Area）為代表的美國西海岸地區文化集
哥倫比亞特區，進門無需脫鞋。而在大 岸比要好太多。在汽車高度普及的加
沿岸各和山地各州。國內的文化差異 的衣服、褲子、鞋子、包甚至帽子等。聖 中于科技與創業，而以紐約為代表的
部分北方各州，進門必須脫鞋。一般來 州，有一個有趣的說法：為了鼓勵居民
主要是區域差異，但區域內部的文化 帕特裡克節是為了紀念愛爾蘭守護神 美國東海岸地區文化集中於時尚、藝
說，在鞋子是濕的或是髒的、室內的地 坐火車，政府允許居民自己去購買一
和生活習慣大致相同（就好像中國分 聖帕特裡克的基督教官方宗教節日， 術/娛樂、及媒體等。西海岸人民熱衷
毯或地板較為貴重，這兩者中符合任 節火車車廂，然後放自己家院子裡，隨
為東北、華北、西北、華南、東南、西南 現在也是愛爾蘭的國慶節。由於綠色 於談論運動、健康、戶外運動等體能特
意塗鴉成自己喜歡的圖案，若是想坐
何一者進門必須要脫鞋。
是愛爾蘭的國旗顏色，因此每逢每年 技話題，而東海岸人民則更偏向於室
等區域）
。
自己家的火車，就聯繫政府，然後相關
7. 美國紋身文化
的這一天，愛爾蘭人和全世界的愛爾 內運動和愛美。
1.“聖經帶”
（Bible Belt）
和大多數生活在美國大陸的人 部門會拉來火車頭將你家的車廂拉到
此外，還有一個“8/6 Phenome指的是美國東南及中南部各州， 蘭後裔都會以穿戴綠色來慶祝此節日
們相比，來自夏威夷島的人們一般身 鐵軌上，然後就可以坐只有一節的自
（8/6 現象）
，就是說在矽谷灣區能
包括德克薩斯、俄克拉荷馬、路易斯安 。聖帕特裡克節主要在美國北方各州 non”
上會有更多紋身（tattoo）
。這一現象主 家火車出門玩去啦。
10. 美國的官方語言
要有三個原因：
雖然慣例上大家都默認美國的
1) 宗教保守主義在夏威夷島嶼
的影響非常之小，民風相對自由開放。 官方語言是英語，但事實上聯邦法律
2) 由於夏威夷島的高度移民率， 並沒有明確規定美國的官方語言；僅
波利尼西亞文化、東亞文化和西方傳 是有 28 個州在州法律級別立法規定了
統三者的融合，為夏威夷地區的紋身 英語是 defacto official language（事實上
。此外，在新墨西哥州和
文化提供了更豐富多樣的圖案選擇和 的官方語言）
美屬波多黎各地區，西班牙語同樣擁
發展方向。
3) 軍隊的存在也同時促進了夏 有官方語言的地位（因為新墨西哥毗
鄰美墨邊境，有大量的墨西哥移民）
。
威夷地區紋身文化的繁榮。
總的來說，越是民風開放、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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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美國十個不同的生活習慣
【來源:網路】
她讓我照著說明去使用。以前在國內的時
朋友常常對我說“來吧來吧，盡情歡笑，隨我來吧，跟著節 候沒怎麼注意過，一直以為，量杯是藥劑師
奏一起搖擺，隨著音樂一起開懷。因為這裡有自由、這裡有民主， 的事。
這裡是，自由、民主、獨立的王國 USA。”
後來，自己買了房子，自己燒水、煮飯、做
曾經有過許多美國朋友問我：
“你看中國人和美國人的主要區 菜，雖然還在分期付款，但只要是病了，只
別是什麼？”
要吃藥，就會常常想起那個好心的美國老
我說：
“我們吃熟食，你們吃生的；我們保守，你們開放；我們在 太太，想起她，教我用量杯的軼事。
小事上團結大事上分歧，而你們，無論大小事都擰成一條繩。你
中國人一般都顯少，男人 50 看上去也就
們不怕別人關注，唯恐別人不在乎。你們有創新、勇於探索的精 30 出頭，女人 30 看上去也就十七、八九。美
神；而我們，工作兢兢業業，上班按時按點規規矩矩……”美國朋 國朋友常常問我“你怎麼看上去才像二十
友點頭稱是。
出頭？”而問我的她，比我還小了好幾歲。我
在一個國家生活久了，不說入鄉隨俗但至少會感染一些氣息， 說“中國人會保養，沒聽說‘龍顏大悅’麼？”
看人家的說話、辦事風格，學習人家值得學習的、優秀的地方。
我這麼一忽悠，她還真不懂。中國人看字是
美國朋友常常跟我說“怎麼好像全世界都憎恨美國人？”我說 字，美國人看字是謎。
“那是因為你們特立獨行，因為你們專橫、霸道，還有矗立於世界
四、吃食
之巔讓屈居他位者眼紅。”朋友補充“還有，因為我們，NOSETO美國人從不吃什麼諸如風爪、豬蹄、魚頭
EVERYBODY’SBUSINESS……”我說“很對。”
、排骨類的東西，就算有個別的吃，也是很
的遙控器，發現，真的只有中國人才在自家的遙控器外面還包著
以下數條，為日常生活中種種見聞，不說全面卻都是親身經歷 少。中國人愛吃，喜歡吃，講究吃。風爪味道好，豬蹄養顏、護膚、 塑料捨不得拆掉。美國朋友來我家，問“你的遙控器怎麼還包著？
，也許還有未收錄到的。
促進 S 型美觀，排骨就更了不得了，生筋利骨還能補鈣。
”我說“因為可以保護。”他不說話，徑直給我拆了，說“這樣不是
一、問候
美國朋友來我家，看我做的紅燒豬蹄、清燉排骨、蘑菇燒雞，吃 更好用？那個沒用了是廢物，扔掉好了。”無語。
國人打招呼，一般都是“吃了嗎？”
“瘦了啊！”
“最近在哪發財呢 了後，嘖嘖稱讚。味道好!味道好！可讓他們去買了自己做？不幹。
從此後，我家的遙控器不再包塑料了。認識新的移民熟悉後去
？”比較的虛情假意一類。美國人，比較現實，遇到了，相互微笑一
五、車飾
到他們家，我也告訴他們“那個不用了，沒有用。”
下就走了。要麼，就停下來擁抱一下，問問最近的身體，有家庭的
中國人的車子內一般都比較傳統，比如：中國結、紅繩子、小可
有的聽有的不聽。有的，還要補充一句“你，被美國化了吧？”
問問孩子怎麼樣一類的，反正不會超過一分鐘。
愛、公仔娃之類的裝飾物。美國人的車內，比較的 OPENMIND，
八、安全帶
二、量杯
酷點的是骷髏、槍彈，含蓄點的是新奧爾良的狂歡節珠子，掛的
我從來都不喜歡系安全帶，因為那讓我感覺特不舒服。特別是
美國人用量杯，中國人不用。剛來的時候，自己還是租房子住， 越多，說明你在那個地方嗨皮得越爽，也說明你露的次數越多， ，它斜斜的系過來，還緊緊的繃著胸部。坐我的美國朋友的車，頭
有一次病了，房東太太給我一瓶感冒藥(就液體那種)，一個量杯， 所以你得到的珠串才多。美國人，以張揚自我為驕傲；中國人，以 一件事就是囑咐我“系好安全帶了嗎？”而我，總是心不甘情不願
保守謙虛而自豪 的系好，然後，還要補充一句“死不了。”
。
再然後，朋友就開始向我灌輸已經傾倒了 N 次的美國交通法
六、洗浴
典，還有安全係數，諸如此類，等等，等等。當然我自己開車的時
美國人，一般 候還是比較老實會系好的，因為加州的法律，被發現了是要開罰
都是早上洗澡。 單的。為了省銀子，只好認了。
洗個澡，神清氣
九、剔牙
爽去上班；中國
有一次，一個美國朋友問我，他說“我能問你一件事嗎？”
人，一般都是晚
我“你說。”
上洗澡。洗個澡， “為什麼我在餐館總是看到有的中國人在吃完飯後剔牙時用
乾乾淨淨的睡覺 手遮著嘴？我們都是大大方方的剔牙。”
。
“……”
剛來的時候， “怎麼了？”
我還是晚上洗澡 “因為那不雅觀，中國人剔牙總是這麼擋著的。”
。日子久了，我早 “哦，我還以為他們總是牙痛才捂著呢。。。”
上也洗，晚上也 “……”我沒說，心裡憋著，這個鬱悶，下次應該把話題移開。
洗。電話回家一
十、容器
報告，媽媽說：別
剛來的時候，我比較的節省，留了很多空瓶子。果醬瓶、飲料瓶
洗多了，洗掉了 、紅酒瓶、雞精罐、黃油罐之類的，我看著好看的，比較大方、能盛
元氣還脫皮！這 東西的，我一概留著，我裝水用。中國人，很喜歡把別的什麼容器
麼一嚇，不敢多 的，改造成水杯。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天才。
洗了，可還是早
美國朋友來我家，看到了，問我“你曬著這些空瓶子都做什麼
晚各一，改不過 用哪？”我“它們都是乾淨的，我都洗了，等他們幹了我裝水或者
來了……
其他。”他二話沒說就給我全扔垃圾箱了，還教育我“這些東西，
七、遙控器
都是廢物了，你用完了就該扔掉，就算二次回收，那也得由專門
中 國 人 很 愛 的工廠來處理。你這麼做，是極不衛生的行為！”心疼啊！那些我
惜東西，愛惜物 攢了又攢的“寶貝”們……
件。比如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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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出行 如何購買便宜機票

【來源:僑報網】
還有不到兩個月，又到了美國人旅遊出行最
繁忙的季節，心急的人開始考慮行程安排，那麼
如何選擇航班和購買機票呢？

點率上升到 79.9%，高於 2014 年的 76.2%。行李
遺失率比上一年年下降了 10%。2015 年，因機
票出售過多，導致一些乘客無法登機的情況比
2014 年下降 17%。
在投訴方面，國家運輸部 2015 年收到 15,
飛機要乘最好的
000
份來自乘客的投訴
，高於 2014 年的 11,000
據《財政時報》
（The Fiscal Times）報道，一年
一 度 的 美 國 航 空 公 司 品 質 調 查 排 名（Airline 份。投訴率則從 2014 年的每 10 萬人次的 1.38，
Quality Rating）出爐，研究人員利用美國運輸部 上升到 2015 年的每 10 萬人次的 1.9。
公開信息，在航班准點率、行李處理、航班機票超 機票要買最便宜的
售，以及乘客投訴等四個方面，對美國 13 家大型
據《商 業 內 幕》
（Business Insider）報 道，
航空公司在 2015 年的運營整體情況進行了排名 CheapAir.com 分析了自 2014 年起 400 多萬國 ，低於周日的 440 元。
Cheapflights.com 推出的美國機場負擔能力
，維珍航空公司（Virgin America）連續四年成為 內航班，發現每週二和三的機票最為便宜，分析 哪些目的地拖延購票花費更高
指數，排出了飛抵機票價格最實惠的熱門機場。
美國最佳航空公司。
稱大概是因為沒人願意在這期間出行。
排在前十位的機場分別是：查爾斯頓國際機
Hopper 網站曾對 300 多萬飛行數據進行分
報告顯示，在四個方面的評比中，2015 年航班准 數據顯示，週二和週三的平均機票價格為 373 元 析，發現美國人在購買機票之前一般花費 12 天 場（CHS）
、長灘機場（LGB）
、哈裡斯堡國際機場
（MDT）
、
達拉斯愛田機場
（DAL）
、喬•福斯場機
時間比較尋找合適的機票，最終購得的票價格會
場
（FSD）
、
芝加哥中途國際機場
（MDW）
、鮑勃霍
高出 4.5％，高出的部分取決於飛行的目的地。在
、默特爾
某些城市，如果你拖延購票，價格很可能會上漲。 普機場 (BUR)、聖何塞國際機場（SJC）
比奇機場（MYR）和布拉德利國際機場（ BDL）。
因此，前往這些城市購票最好不要拖到最後。
在 101 個機場中，最貴的當屬檀香山國際機
國內航班：1.華盛頓（機場（下同）
：IAD）
，2.芝
加哥（ORD）
，3.美特爾海灘（MYR）
，4.奧克蘭 場(HNL)，飛抵該機場的票價是奧黑爾國際機場
（OAK）
，5.洛杉磯（LAX）
，6.聖安娜（SNA）
，7.新 的四倍還多。
奧爾良（MSY）
，8.芝加哥（MDW）
，9.堪薩斯城 購票 24 小時之內可取消或更改
（MCI）
，10.華盛頓（DCA）
。
Hopper 證實，在預訂機票 24 小時之內，可以
國 際 航 班：1. 阿 姆 斯 特 丹（AMS），2. 北 京 取消或變更，前提是起飛時間在七天之後。該法
（PEK）
，3.多倫多（YYZ）
，4.伊斯坦布爾（IST）
，5. 律是 2011 年由交通運輸部制定的。根據這一法
雅典（ATH）
，6.羅馬（FCO）
，7.巴黎（CDG）
，8.馬 律，24 小時之內，一旦你發現預訂的機票價格過
尼拉（MNL）
，9.都柏林（DUB）
，10.上海（PVG）
。 高，便可採取這個快捷簡單的方式減少開支。
Hopper 透露，三分之二的票價會在你搜索或
哪些機場票價便宜
要去芝加哥，飛抵奧黑爾國際機場（ORD） 預訂的 24 小時之內降價，幅度為 14%。另外，近六
的平均票價是 413 元，而選擇芝加哥中途國際機 分之一的票價在取消預訂期間減價 20%。
場（MDW）
，只需 2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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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年輕人的蝸居生活
面對城市地價上漲、有限的土地資源，以及單身人口越來越多，如何讓
壹個收入不高的年輕人，在大都市擁有壹套小公寓？又如何在這套小公寓
內，容下廚房、浴室、儲藏室、臥室、客廳、工作室等？
目前，美國大部分城市開始興起“蝸居”
，
或稱
“微公寓”
，這種公寓包括浴室在內的面積
一般不到 200 平方英尺(約合 18.5 平方米)，通
常配備全套家具，有時會采用內置床和其他內
置家具以節省空間。
不過，對於美國人來說，
“大的，才是美的”
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一些受訪者曾表示，二三
十平方米的小公寓在他們眼中只是放寵物狗
的地方，有人宣稱他們寧願住在新澤西的大房
子裏。
所以，住在這樣的小公寓裏總會讓美國人
幻想著什麼時候才能有個大房子，不用 Shopping 回來後為根本擠不出地方放東西而苦惱，
可以有張寬敞舒服的床，讓我們盡情翻滾，不
用擔心一不註意就會摔到地上，如果有個大房
子，我們還希望能有間設備齊全的大廚房，在
這裡烹調出收藏了很久卻一直提不起勁去做
的菜譜。如果妳也有這樣的想法，那下面這些
痛並快樂著的掙紮妳應該會明白。

1. 妳被迫變得有創意
地方不夠大，但希望家裏五臟俱全，那妳
就必須要頭腦風暴一下，將有限的面積最大化
了，怎樣才能騰出更多的儲存空間？怎樣才能
不顯得擁擠？妳被迫學著像個室內設計師一樣
去思考。雖然實在很痛苦，但間接提升了妳的
家裝經驗，有時候想想其實也還蠻有趣的。
有需要的朋友不妨來看看我們的《同樣都
是小坪數的蝸居，為什麼別人的看起來像是精
品公寓？》一文中的兩個設計案，應該會給到妳
不錯的靈感。

2. 不用正式見面妳其實已經蠻了解妳
的鄰居了
妳知道鄰居非常愛聽古典樂，他的女友通
常周末都會來過夜，他們偶爾會為了結婚的事
情吵架。妳還知道樓上的女友很愛穿高跟鞋，
經常去旅行或者公幹，步伐很急促，估計性格
會比較急躁。妳無奈地知道了很多妳沒打算想
要了解的事，但沒辦法，誰讓房子隔音不夠好
呢？

間小東西多的話，很容易就會造成擁擠混亂的
感覺，即使每天都有搞衛生也改善不了多少。
為了讓生活環境變得不那麼讓妳看著眼火爆，
妳開始想盡辦法去發掘更多的收納空間，或者
是換家具，並且頻繁收拾房屋，久而久之就養
成了良好的習慣，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兩極，有
的人會選擇放任自己，亂成狗窩也無所謂了。

4. 妳和室友的關系變得非常親密
同一屋檐下，而且房子又比較小的話，妳
們很難忽略對方的存在，尤其是吵架之後，雖
然很想要遠離對方清靜一下，但除非妳選擇摔
門離去，否則在小房子裏走到哪兒都會見到對
方，避無可避，雖然氣氛會尷尬一陣子，但對比
起住在大房子裏頭，這個
“缺點”
可以有效使得
吵架冷戰的時間變短哦。

5. 妳學會了邊做飯邊清理現場
地方淺窄嘛，不想連半成品放一邊備用
的位置都沒有的話也就只能是這樣做了。據說
不少好的西廚都有這個習慣，邊做飯的同時還
要在間隙的空餘時間打掃戰場，這樣可以保持
思緒清晰，做起事來更得心應手，一頓飯煮完
後不至於鍋碗瓢盆堆積如山。而且，妳還被迫
練就了快速洗碗的好本領。

6. 無形中幫妳省下了不少錢
比方說家電、家具、裝飾品，房子小的話，
空調不必買匹數那麼大的，燈也不必買太多，
這樣無形中電費就剩下來了。另外，因為住的
地方本身就小，所以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妳的購物欲，那些華而不實或者比較佔空間
的東西，即使心裡再想買也會被沒地方收納而
打消念頭。

7. 朋友到家裡聚會過夜會很讓人興奮
，就像小時候一樣

三幾個閨蜜去妳家裏聚會過夜，如果房
子大的話，一般都會一兩個人睡一個房間，空
間多自然容易有距離感，但如果地方不夠大，
那大家通常都會擠在一起，從床上睡到地下，
或者把茶幾移開，直接將客廳的地板上打地鋪
3. 住處很容易就變亂，逼妳養成好習 ，在這裏吃喝，在這裡玩，會讓人特別有回到兒
慣
時的感覺。
雖然自己就不是個懶惰邋遢的人，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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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訪問學者感嘆：
在美國看到小角色的人性光芒

，只要落座後稍事休息，精美的午餐就會飄然而
至。即便隨三、五個教授同時到達，不消一刻鐘，
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定會送到桌前，讓人不由不
驚嘆於他的雷厲風行。Walter 當然是個出色的廚
師，廚藝極佳，烤、炸、拌、燉樣樣在行。他烤出的
牛排，肉質細嫩，香味撲鼻；炸出的薯條，外脆內
軟，口感極佳；拌出的水果沙拉，色澤鮮艷，香甜
爽口；煲出的雞湯，營養豐富，味道鮮美。這些美
味佳肴看上去令人饞涎欲滴，吃起來讓人食欲
初識：大學校的“小人物”
大開
。Walter 還經常變換菜肴的品種，蒜香牛排、
作為麥克喬治小屋（Mcgeorge house）的“主
蔥烤雞翅
、芒果雞柳、香菠牛肉、幹燒杏仁蝦、椒
人”
，Walter 是被院方雇來專門為教授們提供午
鹽牛仔骨
、奶油蘑菇湯、香焗土豆皮等等，我都
餐服務的員工。那個小屋就坐落於美麗優雅的
陸續領略過
，意式披薩、法式可麗餅、西班牙海
校園裏，是一幢單體的兩層小樓，地方並不很大
，但卻非常精巧別致。每天中午，法學院的教授 鮮飯，也曾先後品嘗過。說實話，在 Walter 的小
們三三兩兩地來到這裏，一邊細嚼慢咽、慢慢品 屋用餐，的確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味覺享受。每當
味院方提供的免費午餐，一邊無拘無束、海闊天 Walter 看到我吃得津津有味時，或當我對其所做
空地交流各類信息。我到法學院報到後，細心周 的菜品大加贊賞時，他總是滿臉堆笑，心裏樂開
到的國際交流中心主任 Eric 先生安排我和他們 了花。
一來二去，和 Walter 接觸的次數多了，我們
的教授一樣，也可以在每個工作日的中午在麥
克喬治小屋享受一頓免費午餐，因此與 Walter 自然熟悉了起來，有時就會聊起家常。Walter 告
訴我，他並非本土的美國人，而是出生於哥斯達
的相識便從小屋開始。
Walter 五十歲左右，中等身材，體形偏胖，但 黎加。那是一個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的小
卻顯得頗為強壯幹練，絲毫沒有肥胖者慣常的 國，只有四百多萬人口，但
臃腫、虛弱模樣。他的眼睛並不很大，但卻非常 卻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
有神，眉宇間透露出慈祥而溫和的神情，加上他 然風光秀麗，素有“中美洲
的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不用說話，便能讓人感 花園”的美稱。他來美國已
受到他的和藹可親。當然，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 經十年，在受雇麥克喬治
，便是他留著一個大大的光頭，光得有點發亮， 法學院之前，曾在紐約打
拼過幾年，送過外賣，開過
顯得特別耀眼。
他無疑是個非常熱情的人，當 Eric 向他介 出租，也做過廚師。因為之
紹來自中國的我的時候，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大 前他在美國還沒站穩腳跟
拇指，直呼“great！great!”隨後他告訴我，他了解 ，所以他沒敢將妻子和三
的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是個了不起的東 個孩子貿然接來，在連續
方大國，他還知道中國的首都是北京，經濟中心 幾年的時間裏，他與妻兒
是上海，知道中國有著名的長城和長江三峽。初 一直過著天各一方的日子
來乍到，在那個並不起眼的麥克喬治小屋裏，一 ，一年只難得回去一兩次，
個普通而又平凡的“小人物”
，竟然對中國有這 孤獨、愁苦常常讓他難以
麼多的了解，確實讓我一陣激動。自此以後，每 入眠。終於，天道酬勤，苦
天中午午餐時間，只要我一跨進小屋的門，不管 盡甘來，經過他的不懈打
Walter 是忙碌還是悠閑，定會受到他的熱情招呼 拼，加上他的吃苦耐勞，他
，有時還會給我來個熱情的擁抱，儼然久違的親 在美國逐漸穩定了下來，
人一般，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賓至如歸的感覺。 順利申請到了綠卡，並依
的確，他愛“屋”如家，小屋內的桌椅被他收拾得 靠多年的積蓄，購置了屬
井井有條，地面被打掃得幹幹凈凈，門窗也被擦 於自己的房產，這才在兩
拭得一塵不染，長條形的餐桌上一左一右擺放 年多之前將妻兒全部接來
著兩盆水仙花，墻上還懸掛著幾幅美麗的風景 美國，一家人總算幸福地
畫，低沈而又舒緩的音樂在小屋的角落回響，置 團圓在一起。隨後，在朋友
的引薦下，他的妻子在沃
身其間，溫馨、舒適、愜意的感覺油然而生。
爾瑪超市找到了一份收銀
員的工作，大兒子也在一
幹練大廚的人格魅力
Walter 還是個做事幹練的人，我每每去用餐 家酒店當起了調酒師，而
(來源:劉文 撰文)受美國王氏基金會(Wang
Family Foundation)的慷慨資助，我有幸飛越浩瀚
的太平洋，來到位於舊金山附近的麥克喬治法
學院進行為期半年的學術交流。訪學期間，我在
廣泛結識法學院的教授、學生並與他們結下深
厚友誼的同時，還認識了幾位名不見經傳的“小
人物”,Walter 便是其中之一。

，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已經把他看成一個親
兩個女兒則順利地進入了美國的中學，接受完 ”
全的免費教育。聽了 Walter 在美國孤身奮鬥的 密的朋友。
經歷，我深深地體會到他的不易，不禁對他肅然
起敬起來。
機緣巧合，使
我在麥克喬治法
學院訪學時間，能
與 Walter 相識。在
他的身上，我能真
切地感受到美國
底層社會普通民
眾 的 敬 業、厚 道、
善 良、真 誠、熱 情
與堅強。如今我已
回國，離開了學習
生活半年之久的
麥克喬治校園，並
且以後或許再也
沒有機會重返那
一片故地，但我會
永 遠 記 住 Walter
這樣一位“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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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遇上渣男的總是妳？
遇上渣男除了男人本色的原因，
还有其他原因吗？有的。可能是女人
本色的一些特质和选择男人的标准造
成的哦。你知道吗？
在抱怨自己遇不到好男人的时候
，有想过自己的原因吗？因为某些特
质和一些标准，总是在吸引渣男的眼
光。事实分析告诉你，遇上渣男，你
也有原因哦。
总会听到身边有闺蜜抱怨：为什
么男人都会出轨？为什么我碰到的都
是渣男？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男人了吗
？Stop，不要总怪这个世界上好男人都
是别人的，而你遇到的都是“渣”，
不幸地告诉你，很有可能是你的体质
就是会吸引渣男。

渣男分类
如果把女人们遇上的渣男故事结
集，绝对是一部各有各的不幸的“血泪
史”，我们根据不同特点给他们分了类
，看看女人眼中的渣男都有哪些。
第一，花心浪子 劈腿狂魔可谓是
最容易被提起的一种。无论你长得美
艳动人还是身材婀娜多姿，或者是否
为了他修炼柔情似水卖萌抖骚，都不
能让他的眼光只留在你身上。平时逛
街时眼神就左顾右盼，你出差、工作
忙，甚至怀孕中，都成为他劈腿的时
机。明星中这样嘴上一套、做法一套
的也不少，人前秀恩爱，人后被抓包
。叹可叹，自己的男友不是明星，自
己不是狗仔，不然 24 小时都想随时监
控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典型特征是，
或高或富或帅，或是天生的情种，如
果这些都具备，那就连男人也只能摊
手表示此类人即使是“明渣”，也会
有无数女人投怀送抱。当芸芸众生还
在为如何抗衡越来越失调的男女比例
时，他同时哄好多个女友，甚至这些
女人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几乎每个男
人的小圈子中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传说
。若是恰巧他的诸多女友中有男人心
仪的对象，这时候咒骂出的“渣男”
就别有风味。于是男人们从来不会张
口批判这类“渣”，反而低头自叹不
如，默默下决心要更加努力。
第二，心机男人，男性绿茶婊 借
女人肩膀达到自己目的的渣男无异于

女中小三。比起你的感情，他
们更看重你的身份地位给他们
带来的利益。利用你的社会资
源做夫人外交，利用你的家世
地位巩固自己......你背后的身
份比你本身更有吸引力。遇到
这种人渣，你不明白他到底爱
上的是你的什么，却在情商颇
高的他给你制造的爱的虚假躯
壳里甘之如饴。它常常通往唯
一结局：这个口口声声更爱你
这个人的人会在察觉你没有利
用价值时毫不犹豫地把你抛弃
。 他的典型特征是：对朋友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对工作，不主动、不拒绝、不
负责；对爱人，不主动、不拒
绝、不负责 X 100 遍。他们总
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一切都归结于“我没有要
求你这样做啊！”来解释。
第三，“三不”男人 他
总是彬彬有礼，却总游离于世
俗之外。从未给你任何承诺，
也不会带你去见他的朋友家人
。每每提及就会用：我认为还不是时
候，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还需要发展，
我觉得我们彼此应该更加独立......这样
的理由让你无力反驳。他除床上外从
不主动，也不拒绝，更不要提对你负
责。你可以负气出走，他不会拦你，
你低声下气地跑回来，他也依然接受
你。
这种渣往往表面上热情，暗地里
精于算计。一旦遇到利益相关，无论
之前的关系多么融洽，毫不犹豫给人
背后插一刀。在他眼中，每个人都不
是情感的交织，而是利益的棋子。有
的女人往往还偏好这样的“坏”男人
，享受所谓征服一个坏男人的“成就
感”。

你想过自己内里也是个渣吗？
其实无论是女人看渣还是男人看
渣，看到的都是某个人缺点背后伤害
到自身利益的一面。这些不过是人性
缺点的某一面，换言之。任何一种渣
不会因为是男人还是女人，所占的比
例会减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

种人都有他存在的必然。防火防盗防
渣男，想要杜绝吸渣体质，首先请看
清自己。
不要再认为自己是花心大少的唯
一终结者。你不是范丽苏，没有绝世
的容颜、惊人的情商、翘楚的智商。
一个与花心大少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的戏码，除非你有福尔摩斯
无限探索真相的执着和强大内心，否
则现实总是你落得一身伤，哭嚷着再
也不相信爱情。
不要将自己的幸福寄希望于他人
。也许某一天他会需要一个稳定的家
庭，但是请清醒地认识：那个依靠一
定不是你。
真正好的感情，是遇到问题时两
个人各退一步，共同协商出如何解决
的方案，绝不是一个人无限的妥协。
女性本身就是独立个体。如果一个人
不能独立生存，这种依附关系总有一
天会被强行割断。长时间无条件的妥
协，受委屈的一方也会心生怨气，这
种不平等的关系终会因为怨气的积攒
而爆发。别因为所谓的“爱”而迷失
自己。

怎么样避免吸引渣男？从自己做起。改变你看男人的角
度，改变你选男人的标准，来吧。
赢女思维：我有钱、有朋友、有精彩的生活，这时候找
到的伴侣才能锦上添花。
招渣思维：我要找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为我平淡的生
活雪中送炭。
赢女思维：如果没有主控权，我不会轻易进入一段感情
。
招渣思维：我就喜欢那种吊着我胃口的男人，他越不把
我当回事我越是要向他证明自己。
赢女思维：不给不感兴趣的追求者一丝机会，很多人等
着我的爱的号码牌呢。
招渣思维：追求者当然是越多越好，这样我就有好多好多
备胎。
赢女思维：我要找的是一个信息量能和我匹配的男人
（有相似的见识和价值观）。
招渣思维：我要找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我、可以让
我依靠的男人。
赢女思维：如果一个男人只知道看脸，呵呵，第一时间
刷掉。
招渣思维：我要努力扮美，这样优质男人都会喜欢我。
赢女思维：我要找一个有赚钱能力的男人。
招渣思维：我要找一个现在就有房有车有钱的男人。
赢女思维：我会去美术馆、读书沙龙、户外俱乐部……
结识那些和我有共同爱好的男人。
招渣思维：我会告诉别人我的择偶条件是：多金、有才
、爱生活、有艺术品位……blablabla。
看出来差别在哪了吗？招渣思维的女人把自己摆在被挑
选的位置上，所有的男人都是买家，你怎能让他们忍得住不
过来招惹你？赢女要找的是可以一起牵手的伴侣，对自己对
他认知很清楚，所以，渣男自然没有自信可以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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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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兴趣爱好占首位
•关注国家引才优惠政策

图为孟
浩与同学们
在金融管理
课上认真讨
论老师提出
的问题。
（本 版
照片均由受
访者提供）

留学时大家都如何选专业？
赵贝贝

选择之前做功课
获取信息很重要
选择专业是所有留学生出国前需
要最先解决的问题。在选择专业前，
学子往往需要多方搜集拟选专业的信
息并进行比较。“我来到这原本是准备
学会计的，但是上了两节专业课之
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最
后换成了现在的供应链管理专业。”美
国雪城大学的于佳说，“主要还是因为
自己前期选择专业时准备不足，没有
向会计专业的师哥师姐咨询。同时，
学校提供的职业介绍中心顾问的资源
也没有充分利用。”
韩冰子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主
修公共关系，他在大学 4 年期间换了
3 个 专 业 。“ 大 一 时 我 选 择 了 东 亚 文
化研究专业。大二选课的时候被专
业课老师告知，中国人不能选择中
国文化研究方向的专业，于是与学
校沟通后换成了交流与文化专业。
很无奈的是，大三时这个专业被撤
销了，我就选择了现在的公共关系
专业。”回顾自己一波三折的专业选
择经历时，她总结道：“留学生选择
专业时，在参考学校提供的信息基
础上，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和该
专业的老师沟通，不能只关注学校
的公共信息。比如我选择东亚文化

研 究 课 程 的 中 国 文 化 研 究 方 向 时 ， 高的部门。学习这个专业，能有机会
被大学录取办公室通过了，但是该
进入公司的核心部门，积累市场营销
专业的老师却不允许。”
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能为自己创业夯
了解专业信息的途径除了浏览
实基础。”
学校官网、咨询同专业的前辈外，
就业率和薪资状况是很多留学生
找一个靠谱的留学机构也能为自己
选择专业时的一个衡量因素。当被问
选择专业提供帮助。孟浩在美国得
到选择自己所学专业的主要原因时，
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学习金融
很多人都回答因为喜欢。韩冰子说：
学 ， 他 选 择 了 向 留 学 机 构 咨 询 ， 他 “我的偶像是季羡林老先生，我一直想
说：“我大学本科学的是财政学，留
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博古通今的人。而
学机构的老师帮我列举了考硕士时
且我在出国之前的几年一直在学习中
可选择的专业，比如金融、经济、 国文化，希望通过留学，能换个角
金融工程专业等，每个专业的区别
度，了解西方人怎么看待和理解中国
和未来的就业方向。这让我专业选
文化。我爸妈都是理科出身，但我从
择的方向明确了很多。”
小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想了解更
深层、更多元的中国，想跳出自己的
世界，从另外的视角看同样的事物，
影响选择因素多
从而了解更多。”孟浩说：“我选择金
兴趣爱好占首位
融学是因为我觉得数字很有趣，其次
这个专业还学习数学建模和数据分
析，实用性强。”
“从个人性格上来说，我性格比较
外向，喜欢与人沟通交流。而市场营
销和管理相关的工作，主要工作内容
国家吸引留学人才
就是和人沟通交流；受家庭因素的影
政策影响专业选择
响，我对市场有一定的敏感性，相比
做实验、搞发明，我对如何运营管理
一家企业更有兴趣。”在被问及为什
国家鼓励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的
么选择市场营销与管理专业时，毕业
政策不仅催生了“海归潮”，而且对留
于 英 国 诺 丁 汉 大 学 的 吕 正 （化 名） 学生专业的选择也产生着影响。据统
说，“一般来说，市场部是一个企业直
计，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人员中，管理
接创造收入和利润的部门，是最有挑
学、理学和经济学最为热门，其次是
战性的部门，也是大多数公司收入最
工学、文学和法学。有些城市会根据

吕 正
（左） 积 累
一定的专业
知识后，开
始自己创办
教育机构。
图为他正在
中国国际教
育展与家长
一起给孩子
做留学的职
业规划。

自身需要制定吸引海归人才的计划，
例如上海发布的 《关于深化人才工作
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
见》 中就具体提出，重点引进高科技
产业、会展业、生物医药等领域的
人才。
“我 留 学 时 特 意 关 注 过 国 家 关 于
留学生回国就业和创业方面的相关
政策，知道国家对高科技人才，尤
其对以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为
代表的高新技术人才的支持力度很
大。以就业为例，国家为鼓励留学
人员回国就业，在户口、子女入
学、免税车购置等方面给予留学归
国人员很多优惠政策。在创业方
面，国家还在创业扶持资金、创业

孵化资源对接、税收等方面，给予
回国创业的留学生大力支持。”吕正
说，“正是因为国家对管理学人才的
需要，所以我才选择了市场营销与
管理这个专业。”
虽然一些留学生受国家政策的影
响而确定了自己的专业，但仍有不少
留学生表示，选择专业时因对国家政
策的关注度不够，没能把握住国家重
点关注的就业领域，从而对自己的回
国就业有些负面影响。
所学专业关系到未来的职业道
路 ，在 选 择 时 一 定 要 慎 之 又 慎 ，多 方
考 量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避 免 转 换 专 业
的 折 腾 ，使 自 己 的 留 学 之 路 更 加
顺畅。

中文
“香”
了，
快递快了，
手机火了，
心意通了
——从“民相亲”故事看“一带一路”带来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一带一路”倡议公布
3 年多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往更
加密切。从在华留学生、企业外籍员工，到著名
表演艺术家，许多人的人生轨迹悄然发生变化。

中文专业在匈牙利吃香
匈牙利是第一个确认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
欧洲国家。如今在匈牙利语言类大学里，中文已经
是最吃香的语种之一。
来华留学的匈牙利人高迪，正在北京师范大学
攻读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生专业。见到这位20岁出头
的姑娘时，她正在教室里和同学讨论上课的内容。
“几年前我偶然选择了中文专业，没想到现
在学习其他外语的同学都羡慕我。”高迪说，中
文专业已在匈牙利的大学里火起来，学汉语的人
一年比一年多，不少日语系、英语系的学生也转
到了中文系。
目前，已有多所孔子学院落地匈牙利，诸多
中学以及当地许多一流大学都开设了汉语课程。
中文专业走红的背后，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
动 和 匈 牙 利 “ 向 东 开 放 ” 的 呼 应 。“ ‘ 一 带 一
路’的影响太大了。”高迪说，甚至很多企业都
开了汉语课，鼓励员工学习汉语。

快递包裹高效送达
在顺丰公司国际业务部工作的马克·西蒙是

价格高昂的快递服务，中俄快递往
来要三四十天，还无法在每个城市
收件。目前已实现 7 天寄到，1 个小
时就能上门收件。
当一件件裹着中国快递公司包
装的快件被高效送到欧洲多个国
家，中国服务的品牌也在当地树立
起来。在马克看来，中国产品和服
务已经从“价低质次”逐步变成
“质优价廉”，服务水准更是超过大
多数欧洲国家的期待。

合本地化需要的手机功能，受到印尼用户欢迎。
在印尼，几年前三星、黑莓品牌是市场主流，而
现在中国手机品牌已跻身前 3 位，吸引了大量用户
和粉丝。

西方手法演奏 《梁祝》

阿布扎比酋长皇宫礼堂的音乐大厅，小提琴
协奏曲 《梁祝》 的优美旋律响起……
一曲结束，数千位观众以掌声报以回应，并
起身为中国知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致敬。
一位阿布扎比观众说：“这是我第一次聆听
国产手机引爆印尼市场 中国音乐，它被西方的交响乐团所演奏。作品非
常有感染力，我会去接触更多的中国音乐作品。”
迄今为止，吕思清和中国管弦乐团出国演奏
印尼姑娘关利花是某国产手机公
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小米发布会上，一位用户展示最新
《梁祝》
已有四五百场。
司国际部负责本地化工作的经理，
每
的“印尼制造”小米手机。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作为第一位夺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
天都和印尼用户交流沟通，了解需求，
金奖的东方人，吕思清深谙海外听众的音乐喜好
反馈给北京后端的工程师，以便不断改进和完善产
位俄罗斯小伙子，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后便
与审美习惯，他选择用音乐演绎中国优秀传统文
品。
进入顺丰公司，负责通往俄罗斯、乌克兰等东北
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听众寻找共鸣。
2004 年从印尼来华学习的关利花，没想到自
欧跨境物流产品的规划和设计。
文明互鉴、艺术相通。一首《梁祝》不仅有优雅
己会在中国投身全球前沿的科技领域。
在他看来，中国公司正越来越受到国际认
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着中国文化韵味。
“我
“中国人真的很努力，天哪！”关利花感叹，
“现
可。中国的快递公司为东北欧地区的物流注入活
要把中国的声音、故事带给西方的观众。”这是吕
力。中国快递高水准的服务、速度和高性价比， 在不用到欧美去，来中国就能参与全球最新的科
思清这些年坚持携《梁祝》走向意大利等国家的动
技创新。”
被成功复制到了俄罗斯。
力，
“我愿意成为‘一带一路’传播《梁祝》的音乐使
10 年时间里，关利花“三连读”，在对外经
2014 年顺丰寄往俄罗斯的快递最多每日 1 万
者。”
贸大学连续获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2014 年
多票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多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 日电 记者李斌、郭宇
毕业后加入某国产手机公司。在她和同事的不懈
以来，日票件已达到 20 多万件。
努力下，结合当地宗教文化、社交需求开发了符
马克说，来顺丰前，除了几家国际快递巨头
靖、魏梦佳、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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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海工界精英蒞臨OTC中外海工之夜
共同探討海工未來 晚宴圓滿舉行
【本報訊】 2017 年 4 月 30 日下午 6 點，由
北京中船資訊有限公司、鷹投（上海）海洋科
技發展有限公司及美國休斯敦 Offshore Intel 公
司共同舉辦的 OTC 中外海工之夜在休斯頓能源
走廊萬豪酒店如期隆重舉行。主講嘉賓包括招
商局集團海洋工程技術研發中心總經理徐立新
博士、挪威 Complan 公司總裁 Richard Gysler
先 生 和 IHS Petrodata 公 司 經 理 Cinnamon
Edralin 女士。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趙宇敏、
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琦博士、中
國船級社海工處處長朱琪先生、以及逾百名海
內外海工界精英蒞臨此次海工之夜研討會。
晚宴開始，Offshore Intel 公司總裁 Eeteng
Khoo 女士發表歡迎致詞，並表示此次晚宴旨在
幫助中國海工企業進行整體宣傳，幫助國外企
業更全面地了解中國海工行業發展水平，將對
中國企業探求國際合作、謀求國際化發展產生
積極推動作用，並提升中國海工能源產業國際
影響力。另外，還特別介紹了為本屆休斯頓國
際海洋石油技術和裝備展覽會（OTC 2017）特
別編制的《中國海工裝備建造企業推介手冊》
。
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趙宇敏蒞臨晚會現
場祝賀中外海工之夜成功舉辦。期間，趙宇敏
副總領事用流利英文重點闡述了中美關係對能
源和海工的影響，以及改善中美關係需要中外
海工人士共同努力。最後，他肯定了中外海工
之夜促進中外海工及能源相關企業的深入交流
和務實的合作，為世界海工能源與工程作出了
積極的貢獻。
新澤西州安哥塢市議員、赫斯石油公司高
級經理梁智先生蒞臨致歡迎詞，在演講中，他

強調了世界政治格局對能源海工
市場的影響。
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董
事長王琦先生作為主講嘉賓之一
發表演講，題目為《審視、總結
和展望 SWS 的海工》，他表示
中國海工企業需要分工協作開拓
海外市場。 中國船級社海工處朱
琪處長介紹中國海工商業的等級
社會。
IHS Petrodata 公 司 經 理
Cinnamon Edralin 女士用大數據
分析了全球鑽井平台市場現狀與
期望。研究表示低谷還沒過去。
晚會主講人：
： 新澤西州安哥塢市議員
新澤西州安哥塢市議員、
、 赫斯石油公司高級
（ 左 ） 美 國 休 斯 頓 Offshore Intel 公 司 總 裁 Eeteng 晚會主講人
海工企業間需要更加迅捷有效的
經理梁智、
經理梁智
、
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琦、
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長王琦
、 中國船
Khoo，（
Khoo
，（右
右）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副總領事趙宇敏
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副總領事趙宇敏。
。
資源整合合作，才能抵抗目前的
級社海工處處長朱琪、
級社海工處處長朱琪
、 IHS Petrodata 公司經理 Cinnamon
，這是第一次在 OTC 期間有中國企業
艱難形勢。
Edralin、
Edralin
、 挪威 COMPLAN 公司總裁 Richard Gysler 及招商
挪 威 COMPLAN 公 司 總 裁 Richard Gysler ，以國家隊形式，出版了一期 OTC 官 局集團海洋工程技術研發中心總經理徐立新
局集團海洋工程技術研發中心總經理徐立新。
。
先生講述了由 WinPCS 技術支持的 Complan 公 方雜志，裡面不但介紹了中國的主力
以來致力於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市場、產業、
司項目的發展情況，舉例說明了如何用先進的 海工企業，還介紹了在北京中船資訊有限公司 政策、配套、科技和融資等領域研究和咨詢工
、中國船級社及美國 Offshore Intel 公司的幫助
IT 技術手段，提高能源項目執行力。
作，憑借專業的研究團隊、豐富的資源渠道、
招商局集團海洋工程技術研發中心總經理 下推送的極具潛力的小企業。同時還有兩篇專 先進的服務理念和準確的市場定位，形成了自
徐立新就《“自主創新、協同發展”招商局集 業性分析文章，包括對海工能源發展的預測分 身特有的資源平台。
團旨在打造國際一流的海工裝備建造及研發基 析，和特別針對中國企業的數據研究分析報告
OffshoreIntel 鷹投
。海工之夜組委會表示，詳細敘述分析這樣的
地》發表演講。
OffshoreIntel™，基於自有的行業大數據
內容不但對中國企業業務有幫助，也會對企業
總結
平台開展，打造中國首家權威海洋能源及工程
這次 OTC 活動不同於其他能源研討會，有 形象有幫助。
領域的全方位咨詢公司，為客戶提供海洋能源
主辦方背景：
兩個開創性的舉措。第一，這是首次針對海工
及工程領域的行業資訊、諮詢、供應鏈產品交
中船諮詢
領域的中國企業開辦的論壇會議，目的在於幫
易、專業大數據分析及產業服務。公司基於獨
北京中船諮詢有限公司，作為中國船舶工
助主要海工企業與歐美與會企業交流。海工能
創的工業大數據應用及產業服務平台系統，專
源特別是 LNG(液化天然氣)是未來能源領域發展 業集團公司下屬單位的全資子公司，成立於 註於垂直領域——全球海上石油、天然氣、可
重點，也是中國企業走出來的目標項目。第二 2007 年，成立十年來，主要從事經濟貿易諮詢 再生能源及相關海洋產業的能源研究與分析。
、企業策劃、承辦展覽展示活動等業務。長期



【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
心理諮詢與健康生活】
】
熊雅麗
實習心理諮詢師

生活雜想

第一次養狗，第一次帶狗出去洗澡和剪毛。按照預約時間
把狗送到店裡，漂亮的工作人員溫柔地把狗帶走，告知我大約
需要三到四個小時的時間，完畢後會給我打電話。三小時後被
通知可以隨時去領狗了，我迫不及待返回店裡。乍一見，還以
為被搞錯了呢！----梳洗後的狗狗毛髮蓬鬆，眼臉乾凈整齊
，香味宜人，之前的那只小髒狗完完全全變了樣兒。
工作人員說除了剪髮洗澡外，還為她掏了耳朵，剪了指甲
，我忍不住一個勁兒道謝。領著狗狗出來，結帳，回家。然而

“天啦，沒有道理，我剪
髮才花 40 塊她要 80 塊！
”老公逗著狗慢悠悠地說
，“給我 800 塊我也幹不
了這活兒啊！”仔細想想，是啊，如何給一隻四個月大的狗掏
耳朵，我毫無概念！猛然間，覺得這 80 塊花得超值。
閑下來時思考了一下自己賺 80 塊錢的過程和感受。我的
工作是心理諮詢師，跟需要幫助的人聊天是主要工作內容。這
個過程中，我會全身心地聆聽病人的談話，禁止自己被私心雜
念干擾，感同身受病人經歷的同時保持著覺知，在恰當的時候
提供合適的反饋給病人。我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因而時常這
樣“炫耀”: 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因為有人付錢給我做著自




，進家門我的第一句話是 己喜歡做的事情，還能在工作中促進自我成長，實現自我價值
。 心中一陣釋然，我做我能做的事，把生活中其他的事留著
其他專業的人做，何樂不為呢？
聯想起蘋果的創始人喬布斯說的一段話，大意是說他並沒
有什麼特殊才能，比如他不會建房子，不會做飯，不會縫制衣
服，他很感激生活中提供這些服務的人。但是，他有自己擅長
做的事情，他只想把擅長的事情做到極致，所以有了蘋果，有
了皮克斯。這個理念似乎非常簡單，人人都能實踐，可是喬布
斯的成就幾乎無人超越。
此時此刻胸中無比感恩身邊各種各樣的服務，各種各樣的
商品，他們讓我的生活變得既簡單又美好。我要做的是在自己
的領域裏更加專業，讓接受我的服務的人也能感受到生活輕鬆
而美好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