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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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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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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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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將成為影響美國房市關鍵稅改將成為影響美國房市關鍵
抵押貸款利率下滑抵押貸款利率下滑

隨著抵押貸款利率進一步下
滑，上周再融資市場回暖。然而，購
屋者並沒有像房貸利率般這麼容

易被影響。
根據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

（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的數據，經季節性調整後，按揭貸
款總額上漲了 2.7％。但是，較去年
同期下降了 18%。

抵押貸款的再融資成交量遠
低于去年利率較低的一年，利率下
降至總統選舉之後的最低水平。平

均再融資貸款的規模也
有所增加，這是由于大
額借款人對匯率相當敏
感。不過，再融資的量還
是比一年前低 34％。

MBA 副總裁 Lynn
Fisher 表示，投資者持續
擔憂法國大選，不過，第
一輪投票結果顯然有助
于緩解一些投資者的憂
慮。

房屋的買家較少關注抵押貸
款利率，但是，更憂慮市場中缺乏
待售的房屋。抵押貸款的申請在本
周下跌 1%，比去年同期高出 0.4%。
由于需求旺盛，以及全國房屋的建
築量低落，致使房屋供應量持續下
滑。

抵押貸款利率可能最終成為
一個更大的問題。隨著投資者將注
意力從法國總統
大選移轉至美國
稅改的可
能性，本周
抵押貸款
利率再次
上漲。

抵 押
貸款新聞
報的首席
營 運 長

Matthew Graham 表示，一般來說，
由于第一輪法國選舉的結果，減少
了歐盟的長期風險，投資者已經開
始回到股票等風險較高的資產。而
且，基于對稅務改革的前景，也同
樣鼓勵了投資者擁抱更高風險的
標的。
（據鉅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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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最喜歡把買房作為長期投資
據美國民調公司蓋洛普4月21日發布的最

新報告顯示，買房仍是美國人長期投資的首選，
超過了買股票及買黃金，並連續四年蟬聯此項

“冠軍”。
數據顯示，34%的美國人將買房作為長期

投資首選，26%的人將買股票作為首選，這個比

例遠高于2011年和2012年的水平，當時房地產
和股市仍處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復蘇階段。
但是，以買房作為長期投資首選的美國人比例
經歷了2011年、2012年的高速增長，雖然2013年
起增長有所趨緩，但還是在2014年取代了黃金
成為美國人最青睞的投資選擇。

美國人長期投資的主要選擇及比例。圖片
來源：蓋洛普與之相反，如今將黃金和債券作為
長期投資首選的美國人比例低于2011年和2012
年的水平。2011年，美國人將黃金視為長期投資
的首選，比例為34%，將債券作為長期投資首選
的比例為10%，是今年的兩倍。由于黃金價格的

下跌及房地產市場和股票
市場的復蘇，美國人
在 房 地
產 市 場
和 股 市
中 重 拾
信心，這
或 許 令
債 券 喪
失了吸引力。
與此同時，將傳統的儲蓄賬
戶作為投資首選的比例保
持穩定，2011年和2016年分
別為 14%和 13%，這與這段
時期利率一直處于歷史低
位有關。

該調查還顯示出了一
些地域差异。美國西部的人
最喜歡將買房作為長期投
資首選，比例高達 46%，南
部地區這一比例為33%，東
部為32%，中西部為24%。

西部人喜歡買房，不僅

是因為近幾年來西部房
地產市場價格復蘇最快，
而 且 在 經
歷 了 金 融

危機期間房地產價格暴跌之後，快速復蘇的市
場激發了西部人的購房熱情。

這份民調還顯示，富裕家庭更偏向于投資
房產和股市，低收入家庭則更偏向于儲蓄。
18-34歲的年輕人較之35歲以上的人，更傾向于
將儲蓄作為最佳投資手段。55歲以上的人較之
年輕人，更多地考慮將股票作為投資首選。

儘管近幾年房產價格和股市漲幅明顯，但
是美國人對買房和買股票的偏好卻保持得相當
穩定。只要人們對金融危機記憶猶新，這種偏好
或許不會進一步膨脹。

本次調查于4月5日至9日間進行，調查對
象為全美50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1019位 18歲
以上成年人，調查誤差為4%，置信係數為95%。美國人長期投資的主要選擇及比例美國人長期投資的主要選擇及比例。。圖片來源圖片來源：：蓋洛普蓋洛普

加州丹維爾（Danville）標價為
478.8萬美元的養馬莊園為蘇富比挂
牌銷售的地產中成為受到中國人瀏
覽最多的項目。

舊金山不再是熱門。中國房屋買
主的下一站也許是距離西雅圖4個
半小時車程的瓦拉瓦拉（Walla Wal-
la）或者其它不怎麼出名的小城市。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蘇富比國
際地產附屬機構的網上搜索流量分
析顯示中國互聯網用戶焦點轉移。

根據中國網絡流量計算，美國最
受關注的房地產市場為紐約州南漢
普頓（Southampton）、休斯敦、紐約
市布魯克林、維吉尼亞州懷廷厄姆湖
（Lake Whitingham）和佛羅裏達州
蒙特雷（Monterey）。那家公司到今
年10月底已跟蹤中國IP地址流量12

個月。
蘇富比互動銷售副總裁帕瑟裏

尼（John Passerini）說，“我們開始看
到中國人正在大學城搜尋--這是新
動向。”他說，中國人是美國之外最大
的互聯網訪問者群體，共有100多萬
人，相當于總流量的10%。

對于華盛頓州瓦拉瓦拉縣大學
鎮（College Place）等市場的興趣顯
示中國買主正在離開競爭激烈的豪
華市場，尋找替代市場。中國用戶最
常用的搜尋標準包括“水濱”、“有大
門的社區”和“綠色住房”。

中國人在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投
入已經連續四年超過其它所有外國
人的總和。根據今年7月全國地產商
協會發表的報告，中國人投入美國房
地產市場的金額為273億美元，相當

于外國買主第二名加拿大人的3倍
多。

中國人也買入更多高價住房--
他們買房的價格中位數為542,084美
元，而美國人購買的現房價格中位數
只有223,058美元。

在加州舊金山灣區的丹維爾
（Danville），格 林 維 爾（Andrew
Greenwell）標價478.8萬美元的養馬
莊園和6000平方英尺的住房到蘇富
比網站一起銷售。去年中國人瀏覽的
流量為1396人次，它因此成為中國
人最歡迎的蘇富比項目。

格林維爾說，他們喜歡較新的建
築和好學校。他注意到，中國客戶為
了讓孩子上頂尖私立學校而專門買
房。
文章來源：網絡

中國房屋買主新動向：
搜索轉向全美小城市和大學城搜索轉向全美小城市和大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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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貸利率持續走低美國房貸利率持續走低
買房窗口期顯現買房窗口期顯現？？

利率下降後購房成本降多少利率下降後購房成本降多少？？

藍色部分是藍色部分是3030年期固定利率年期固定利率，，綠色部分是綠色部分是1515年期固定利率年期固定利率，，橙色部分是橙色部分是55--11可調整可調整
率率 ---- 前前55年固定利率年固定利率，，從第六年起每年在設定的範圍內調整一次利率從第六年起每年在設定的範圍內調整一次利率（（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FreddieMacFreddieMac））

美國房貸利率持續走低，你的房貸
每月少還多少錢？美聯儲再度加息，置業
美國窗口期來了!

英國脫歐公投後，越來越多的資金
湧向安全避風港——美國。而近期，隨著
美國房貸利率的持續走低，美國房產投
資的窗口期再次顯現。

利率走低房貸壓力減輕
根據房地美（Freddie Mac）的統計，

美國30年期固定房貸利率連續三周走低
。截至4月6日，30年期固定房貸利率的
平均值跌至4.10%。

在連續三周的持續走低中，30年房
貸利率目前僅僅稍微高于2017年的最低
點。房貸利率的降低，緊接著美聯儲的加
息，再加上銀行連同很多銀行頭等貸款
最低利率的上升，這使消息綜合起來，使
利率降低成為一個令人愉快的驚喜。

具體說來，美聯儲基準利率的增長、
銀行頭等貸款最低利率的提高增加了貸
款成本，而房貸利率此時的下降緩和了

購房者的貸款壓力。

利率下降後購房成本
降多少？

我們先來算筆賬：
從左下述圖表中可以看到，同樣是

三十年期固定貸款利率，利率從4.5%降
至4.0%，貸款80萬元的購房者每月會少
還貸234美元，而貸款40萬元的購房者
每月會少還貸117美元。

美聯儲接連加息或將帶動
房價增長

三十年期房貸利率的下降目前來看
僅僅是短期的, 所以可能導致的房價增長
也是短期的。然而長期來看，美聯儲升息
預期還是會帶動房貸利率的上漲。

3月 16日凌晨，美聯儲宣布加息25
個基點，聯邦基金利率從0.5%~0.75%調
升到0.75%~1%，這是美聯儲在2016年 12
月之後再度加息，也是2008年以來的第
三次加息。這一結果完全在市場預料之
中。

對于投資美國房的國內高淨值人群
來說，選好地段是核心。紐約作為美國經
濟發展的中心，而曼哈頓，又是紐約的中
心地段，可以說這裏是美國中心的中心。

對于國內高淨值人群來說，抓住房
貸利率走低的利好，借助海外資產配置
來保證個人收益最大化，買房窗口期不
容錯過。(文章來源：網絡)

對于投資美國房的國內高淨值人群來說對于投資美國房的國內高淨值人群來說，，選好地段是核心選好地段是核心。。紐約作為紐約作為
美國經濟發展的中心美國經濟發展的中心，，而曼哈頓而曼哈頓，，又是紐約的中心地段又是紐約的中心地段，，可以說這裏是可以說這裏是
美國中心的中心美國中心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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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一份
報告稱，給自己的家重新裝修或改造，大
部分美國人會很享受煥然一新的家，並
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裝修或改造還可
以讓房屋增值，平均增值為2萬元。

不過，大到對房屋結構進行翻新，小
至清潔打掃，它們的利潤和開支是很不
同的。下面僑報網為大家介紹13種最好
的讓房屋升值2萬的投資方法。

為讓家更值錢美國人算數水平都提高了

8 加蓋露天平臺（木制）
成本：10,471元
利潤：7,850元
回報率：75%

13 備用發電機
成本：12,712元
利潤：7,556元
回報率：59.4%

12 加蓋露天平臺（複合材料）
成本：16,798元
利潤：10,819元
回報率：64.4%

11 浴室改造
成本：17,908元
利潤：11,769

回報率：65.7%

10 更換屋頂
成本：20,142元
利潤：14,446元
回報率回報率：：7171..77%%

9 更換墻面（乙烯）
成本：12,341元
利潤：9,032元
回報率：73.2%

7 更換墻面（經設計的）
成本：13,832元
利潤：10,866元
回報率回報率：：7878..6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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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造石貼面
成本：7,519元
利潤：6,988元
回報率：92.9%

1 閣樓隔熱材料（玻璃纖維）
成本：1,268元
利潤：1,482元
回報率：116.9%

不過，僑報網提醒，美國房產多為木質
結構，所以在改造時要格外當心，一旦在裝
修的過程中造成房子結構性的問題就會對
房屋的安全造成危險。

因此，出于安全考慮，在美國買房後如
果裝修必須申請許可證。如果不申請，除了
會吃罰單，如果發生裝修事故，保險也不會

索賠。另外，在未申請的情况下私自裝修，也
會給將來房屋出售埋下隱患，很可能被要求
强制拆除，賣房成本也會提高。

申請許可證有兩大好處: 首先不用擔心
裝修的時候會有人來檢查。其次，如果裝修
工程出現問題，還可以申請州裏面的一個裝
修事故保險。(取材網路)

I/房地產專日/170509B繁 房地產現況 下

為讓家更值錢美國人算數水平都提高了

6 更換大門（玻璃纖維）
成本：3,126元
利潤：2,574元
回報率：82.3%

5 厨房小規模改造
成本：20,122元
利潤：16,716元
回報率：83.1%

4 更換大門（鋼制）
成本：1,335元
利潤：1,217元
回報率：91.1%

3 車庫門更換
成本：1,652元
利潤：1,512元
回報率：91.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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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種最好的讓卡路里燃燒種最好的讓卡路里燃燒
的每日運動的每日運動
【來源:網路】

什麼是最好的消耗卡路里的運動？有很多選擇，但是運動需要滿足你自身的需求，你要
喜歡，能堅持，並且運動要有效果。

每小時卡路里是一種衡量運動是否有效的很好的方式，Mayo Clinic，最近公佈了36種消
耗卡路里的最好運動。但是這裡的數字只是一個大約的數值，當然，消耗的卡路里越多，並
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選擇。這要取決於運動的你是否喜愛和堅持。

今天就幫你來細數其中的Top 10最好的消耗卡路里，還能每天都能做的運動！
1. 溜冰
每小時可消耗683卡路里。
2. 籃球
對於一個200磅的人來說，每小時可消耗728卡路里。
3. 奪旗橄欖球
每小時可消耗728卡路里。這是一種十分有趣的運動，也不會發生危險的運動損傷。
4. 個人網球
每小時消耗728卡路里，是個令人精疲力盡的運動。
5. 跑步
以5-mph的速度，每小時可消耗755卡路里。需要注意的是，膝蓋可能會有所損傷，跑的既
快又要距離長。
6. 跑樓梯
每小時可消耗819卡路里
7. 自由泳
每小時可消耗892卡路里
8. 跆拳道
每小時可消耗937卡路里
9. 跳繩
每小時可消耗1074卡路里，最有效地燃燒卡路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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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失誤是美國第3大致死因素
【來源:信息時報】

研究顯示，在2013年，至少有25萬美國人不是死於疾病，而是在
尋求治療的時候因為醫院或者醫生的過錯導致死亡。

信息時報綜合報道 據美國媒體5日報道稱，在《英國醫學期刊》
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醫療失誤是美國第三大致死因素，僅次於心臟
病和癌症。領導這項研究的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 授馬凱瑞和丹尼
爾說，由於醫療失誤通常都不列入死亡證書記錄下來，因此要讓這個
國家改變這種情況的唯一辦法就是現在開始統計。

僅次於癌症和心臟病
據報道，在《英國醫學期刊》3日發表的這份報告指出，在2013年

因為疾病或受傷入院的美國人當中，有至少25萬人死於可預防的醫
療失誤，超過中風與阿爾茨海默氏症患者死亡人數的總和，僅次於

“頭號殺手”癌症和心臟疾病。
據悉，美國每年約有120萬人死於心臟疾病或癌症，兩者的奪命

人數幾乎各占一半。
研究人員表示，如果把療養院與診所的醫療失誤計算在內，美國

可預防的醫療事故死亡人數則更多。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授馬凱
瑞說：“這些人不是死於細菌感 染或心臟動脈硬化，他們是因為溝通
不足、醫療體系漏洞、錯誤診斷或用藥過量而死亡。”早前另一個研究
報告估計，美國每年因醫療失誤死亡人數介於25萬至 44萬人之間。

發展中國家或更嚴重
“我們國家的衛生統計列出美國每年最常見

的死因，它為我們的研究經費優先和公共衛生運
動提供信息。”馬凱瑞和丹尼爾分析 2000 年到
2008年記錄醫療死亡數據的四份研究報告，其中
包括美國衛生部總監察辦公室和醫療研究與質量
署的一份報告，最後得出這一數字。

然而由於缺乏相關記錄，研究人員無法掌握
死於手術失誤、錯誤用藥或電腦失誤的確切病人
人數。

馬凱瑞教授表示，集合這些因素構成了美國
的第三大致死因素，也是威脅全球人類生命但最
被忽略的“流行病”之一。多數富裕的發達國家都
面臨同美國嚴重程度相當的醫療事故致死問題。
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這一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來源:中國日報】
佛州柳橙銷量已經歷連續5季下滑，是一個

世紀來最糟糕的時候。幾十年來，柳橙汁被美國
人當作早餐必備飲料。幾乎每個穀物類廣告中，
都有這種果汁，才可以算作一份「完整早餐」。但
現在美國人開始遠離柳橙汁。

據「商業內幕」報導，由於越來越多美國人開
始質疑柳橙汁的營養價值，柳橙汁的銷量近年來

大減。
「商業內幕」的 Erin Brodwin 在本月早些時

候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從營養方面看，柳橙汁不
比一杯汽水或任何甜味飲料更好。

Brodwin寫道，一杯12盎司的柳橙汁含153
卡路里、34克碳水化合物、27克糖和2.4克蛋白
質，柳橙汁碳水化合物和糖的含量，和一包
M&M巧克力豆差不多。

這也是近
年來，營養學
家和健康博主
們開始反對柳
橙汁的原因。

根據尼爾
森的數據，在
過去四年中，
這種果汁的銷
量下降了13%。
冷凍柳橙汁銷
售下滑幅度最
大，從 2012 年
已大減39%，至
9800 萬 美 元。
同一時期，冷

藏柳橙汁的銷售則降10%，至31億美元。
佛羅裡達州是美國最大的、為製作橙汁提供

橙子的生產地區
，根據彭博新聞，
佛州橙子銷量已
經經歷了連續 5
季的下滑，是一
個世紀以來最糟
糕的時候。

隨著種植者
減少，橙子加工
廠也被關閉。

另一方面，
在柳橙汁下跌的
同時，美國人早
餐消費其實在增
加。根據 NPD 集
團的數據，在未
來幾年中，早餐
消費量增長預計
將快於美國人口
，且越來越多的
美國人選擇外出
吃早餐。

此外，榨汁風的興起，使得美國人用各種冰
沙和果汁逐漸取代柳橙汁。

美國人幾十年早餐都喝它，但現在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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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之聲《全球華

語廣播網》報道，在中國，

我們經常會聽到年輕人

到北京、上海、廣州這樣

的大都市打拼，儘管生活

成本很高，但依然不願意

離開。這種現象在美國也

很普遍。幾十年來，在美

國年輕人蜂擁前往紐約、

洛杉磯、芝加哥等大都會

城市闖蕩，期盼著能夠找

到一個地方安居樂業之

前，先掙一筆安家立命的

錢。然而這一闖蕩可能就

永無盡頭了。

《華爾街日報》

最近就講述了美國年輕

人也留戀大都會的故事。

納達爾 2010 年畢業于紐

約哥倫比亞大學拿到了

表演系的碩士學位，背負

了19萬美元的學生債務。

畢業後在紐約的一家公

共電臺工作，業餘在餐館

當服務生賺點零花錢。三

十出頭的年紀說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了。想起 9 年

前他從佛羅里達搬到紐

約的時候，心裡夢想著有

一天可以在新奧爾良有

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但是

日子一天天在過，他卻和

其他成千上萬的年輕人

一樣，覺得自己越來越沒

法離開紐約了，因為他害

怕新奧爾良沒有這樣的

掙錢機會。

社會研究者發

現，越是經濟不景氣，年

輕人離不開大城市的現

象越明顯。美國2008年金

融危機之後，從紐約、洛

杉磯、芝加哥等大都會留

下，其他中小城市的人口

反而減少了。這背後的因

素是錯綜複雜的。很多年

輕人在經濟大蕭條期間

來到這些城市工作，他們

一直努力尋找自己的立

足點。很多人結婚、生子

延後了，生活成本高昂、

買房按揭貸款對於信用

記錄不夠好的人來說幾

乎走不通。收入不穩定可

能也加劇了這一現象，尤

其是對於那些背負沉重

的學生貸款的大學畢業

生。

據統計自 2000

年 開 始，美 國 年 齡 在

18-34歲的人工作收入下

降了近一成，在經濟狀況

不佳的時候，在大城市裡

找到薪資相對好的工作

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儘管

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也

會高一些；另外大都會生

活豐富多彩，交際的機會

也多得多，這對於年輕人

開創人生的道路是至關

重要的。專家預計，如果

美國年輕人留戀大都會

的現象延續下去，每 7 個

年輕人中就有1個人會在

紐約、洛杉磯、芝加哥三

大都市生活。年輕人在大

都市可能不得不屈尊於

與他們學習的專業並不

匹配的工作，這對於他們

自己的發展和整個社會

生產力的提升並沒有好

處。

美國美國""留戀大都市留戀大都市""現象明顯現象明顯年輕人年輕人
入入""圍城圍城""難離開難離開

根據“玻璃門(Glassdoor)”網站公佈的一個

最新報告，如果你的職業是認證的護士助理或

銷售經理，那未來薪資增長或有好兆頭。

據“今日美國”網站報道，該報告援引

美國勞工統計局經濟新聞發佈的信息，列出了

薪資增幅最大的13個工作。這些工作的薪酬在

過去一年中增長了 5-11%，遠高於全國平均水

平的2.5%。

下面就是Glassdoor網站公佈的完整列

表：

認證護士助理：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

45,000美元增長11%，到2016年為50,000美元。

銷售經理：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66,

040美元增長11%，至2016年的73,000美元。

實施

顧 問：

中位薪

酬 從

2015

年 的

70,000

美元增長7%，到2016年達到75,000美元。

招聘人員：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42,

000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註冊護士：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63,

500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68,000美元。

媒體策劃師：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42,

164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數據分析員：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60,

960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65,000美元。

招生代表：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42,

000美元增長7%，至2016年的44,745美元。

索賠理算員：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45,

000美元增長6%，到2016年為47,500美元。

市場營銷協調人：中位薪酬從2015年

的42,772美元增長6%，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個案經理：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42,

772美元增長6%，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承購人：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57,000

美元增長5%，至2016年的60,000美元。

美國薪資增長最多的美國薪資增長最多的1313個工作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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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吃的東西安全嗎
（本文轉自僑報網）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由來已久，像食物中毒
這樣直接可見的食品安全問題在當下有著它的
新特點。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最新數據，
每年估計有4800萬人（1/6的美國人）會得食源
性疾病，約128000人住院，3000人死亡。

為什麼會有食物中毒
這主要與美國人的飲食習慣有關：他們吃

生食、成品很多。另外，美國人在外就餐的頻率
也大大增加。1970年，美國人的食物開銷中只有
34%外出就餐，2008年，這個數值增加到49%。

美國人喜食蔬菜沙拉、水果。1996年從圭地
馬拉進口的覆盆子（raspberry）讓20個州近千人
中毒，同一年蘋果汁中的 E.coli 讓 60 人中毒。
1997年墨西哥草莓中的甲肝病毒讓三個州數百
學生中毒。2003 年的冬蔥（scallion）甲肝感染，
2006年著名的袋裝菠菜E.coli感染事件（200人
中毒，3人死亡）。2008年，零食花生中的Salmo-
nella，造成9人死亡。

另外，肉類裏，西方燒烤很多都不講究熟透
。像牛排這樣的其實問題不大。因為整塊的肉，
就算被感染了，也只是表面，極難進入肉內部，
只要表面做熟了就沒問題。問題主要出在肉餡
上，比如香腸，比如做漢堡的肉餅。只要有一只
病牛病豬，病菌會隨肉餡攪拌過程混入同一批
次的所有肉內部，這時如果燒烤做得沒有熟透，
就容易被感染。

食品安全問題有什麼新趨勢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在近30年，呈現了一些

新趨勢，CDC 網站上總結稱：
·食品的生產和供應方式改變（Changes in our
food production and supply）
·環境改變誘發食物變質（Changes in the envi-

ronment leading to food contamination）
·跨州的食品安全事故增加（Rising number of
multistate outbreaks）
·新的細菌、毒素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New
and emerging germs, toxins, and antibiotic re-
sistance）
·新的可變質食物（New and different contam-
inated foods, such as prepackaged raw cookie
dough, bagged spinach, and peanut butter,
causing illness）

這些新趨勢不是獨立的。所謂食品的生
產和供應方式改變，主要是指的大型食品加
工和生產企業的出現。因為這些大企業的客
戶往往是跨州乃至跨國，這樣一來，一旦發生
事故，規模就特別大。同時這些大型企業為了
追求新的收入與高利潤率，也開發了不少新
的易變質的即食產品。

FDA做了什麼
·不斷改革“過時”法律

鑒於不斷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FDA加快
了食品安全立法進程，繼《2009年消費品安全改
進法》後，又通過了幾經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
全加強法案》。2011年1月，奧巴馬簽署《食品安
全現代化法案》，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迎來一
次大變革。

早在1906年，美國國會通過《食品藥品法》
和《肉類制品監督法》，食品安全開始納入法制
化軌道運轉。上世紀50至60年代，針對濫用食
品添加劑、農藥、殺蟲劑和除草劑等化學合成制
劑的情況，美國政府先後出臺《食品添加劑修正
案》、《色素添加劑修正案》、《聯邦殺蟲劑、殺真
菌劑和滅鼠劑法》等多部法律。
·多層次預防監控
美國2011年頒布《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核心，

就是強調食品安全應以預防為主。無論美國公
司還是外國公司，凡是在美國生產、加工、包裝、
倉儲或者銷售人類或動物食品、藥物及其添加
劑的業主或者經營、處理食品的地點，都必須每
年一次主動到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網站上登記註
冊，拒絕或逃避登記者將面臨10年有期徒刑。
·“特嚴關照”大型企業

在美國，從法規到執法部門都對大型企業
實施了特別嚴格的“關照”。2010年夏天，全美範
圍內爆發的沙門氏菌病毒被歸咎於地處愛荷華
州的兩大雞蛋廠商身上，兩家公司主動召回5億
枚問題雞蛋。2010年7月起，美國開始對5萬只
產蛋雞以上大型雞蛋生產商實施雞蛋安全生產
相關規定。

一旦出現問題，知名企業將面臨重大責罰。
2009年，美國司法部對美國制藥巨頭輝瑞公司
提出營銷過程中故意誇大13種藥品適用範圍的

刑事指控，並開出了創紀錄的23億美元罰款，相
當於該公司年收入的30%。
·問題食品第一時間召回

問題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種補救措施，是防
止問題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後一道屏障，也能減
少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

奧巴馬食品監管改革要點之一就是授予美
國藥管局強制召回權，可以直接下令召回而無
需要求生產廠家自願。日本的食品監管重視企
業的召回責任，報紙上經常有主動召回食品的
廣告。

在國外，廠商之所以願意主動召回，主要是
出現嚴重質量問題時再補救，會被處以巨額的
懲罰性賠償，還會面臨曠日持久的消費者集體
訴訟。此外，廠商不及時召回“問題產品”被曝光
，信用度將大打折扣，將給企業造成無法挽回的
損失。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華裔英語流利者不到半數？
中新社休斯敦電 美國人口

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
報告顯示，美國人在家中說的語
言非常多元化，至少有350種，在
大都會地區尤其顯著。290 萬民
眾在家講中文，其中英語流利者
不到半數。

根據 2009 至 2013 年《美國
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
ty Survey)收集的數據，人口普查
局報告指出，美國有超過6000萬
年齡在5歲以上的人口在家不說
英語。他們在家使用的語言至少
有350種，範圍之廣令人驚訝，其
中包括賓州人的高地德語、烏克

蘭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以
及150種北美原住民語言等。

近 3750 萬美國人在家說西
班牙語，西班牙語是除英語之外
，在美國家庭中使用最廣泛的語
言。其次，約290萬人說中文，包
括普通話、廣東話、客家話、閩南
語等。說菲律賓語、越南語和法
語的人數依次居後。

“調查表明，美國擁有廣泛
的語言多樣性。”人口普查局統
計學家埃裏克(Erik Vickstrom)說
，“了解某壹特定區域語言的種
類和講不同語言的人口，有助於
為決策者、規劃者和研究人員提

供有價值的信息。”
這種語言的多元化在美國

大都會地區尤其明顯。紐約市居
民在家說 192 種語言，38%使用
除英語外的第二語言；洛杉磯至
少有 185 種語言，使用比例是
54%；邁阿密51%；舊金山為40%
；休斯敦達到 37%；芝加哥 29%；
華盛頓DC是26%。

在家說西班牙語的人更願
意學習英語，他們中超過56%的
人說自己英語很流利。亞裔民眾
略遜壹籌：在家說中文的居民，
44.7%英語說得“非常流利”；140
萬越南裔人口中，只有40%說壹

口流利英語；在家說菲律賓語的
160萬民眾中英語好的只占32%
。

《美國社區調查》是壹項大
型全國性問卷調查，是小範圍預
估美國人口社會和人口特征的
唯壹來源，每年提供重要的經濟
、社會、人口普查和住宅資訊。此
類資訊在幫助州政府、地方社區
、警察部門、建築商和零售商作
出有關學校、道路、老年人中心，
和其它事項與服務規劃方面會
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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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長都會糾結孩子到底該
“窮養”還是“富養”。其實，與其一味追
捧“窮養兒子富養女”的信條，不如盡
可能提供這合孩子發展需要、這合家
庭實際情況的 條件，不必費力超越，
也無須刻意降低，在有選擇、有限度地
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的過程中，言傳
身教地傳遞給孩子對待物質、金錢既
不揮霍無度，也不錙銖必較的 價值觀
。

在各類子女教育論壇裏時不時地
會看到“窮養，富養”這兩個詞，大家討
論得熱熱鬧鬧，我卻看得糊裏糊塗，一
直對“窮養富養”的定義不得要領。理
論問題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不過倒
是借著這個話題梳理了一下這些年養
女兒的經歷和體會。

大女兒5歲時我們來到美國。那
時，一個博士後的工資養三個人，房租
一個月一千塊，啥東西換成人民蔽都
讓我肉疼（當時一美元值八塊多人民
蔽），這些加上身 份和工作的不穩定，
讓我對家裏的經濟狀況有深深的不安
全感，甚至是恐慌感，恨不得一塊錢掰
成幾半花。不是誇自己，我真覺得自己
是成功轉型的典範，由國內的 小資生
活迅速滑入過緊日子的狀態，由曾經
的“上得廳堂”華麗轉身“鉆進廚房”。
那時的生活圈子裏都是大學裏的博士
後，學生，我是“從善如流”，虛心學習
大 家交流的省錢秘籍。我連walmart
都不常去，專去大家口口相傳的Aldi
（便宜店），老墨店，希蠟人的店買東西
。不過大家的狀況都差 不多，倒也沒
什麼壓力，出去郊遊，家家護護帶著茶
葉蛋，拌涼麵，從沒想過午餐去飯店，
那真是窮樂和的日子。

當然女兒的生活水準也未能幸
免，跟著我們一落千丈。還記得第一次
去yard sale（美國人的家庭拍賣），滿

載而歸兩大袋，一袋毛絨玩具，一袋小
孩衣服。用洗衣機洗了以後，女兒穿著
高興，玩得開心。可是當我在越洋電話
裏得意洋洋 向我媽彙報我的“成果”
時，卻被訓了一頓：“怎麼能給孩子穿
別人的舊衣服！”也是的，在國內獨生
子女是小皇帝，小公主，爸爸媽媽就差
為他們“五天攬月，五 洋捉鱉”了。女
兒在國內過生日時朋友送的都是幾百
塊錢的玩具和衣服。不過，好漢不提
當年勇，此一時彼一時，陪父母“洋插
隊”，娃也得跟著接受“再教育”。

在那段穀底的歲月裏，女兒很懂
事地和我們一起走過來。去中國店買
菜，她的眼睛總是被花花綠綠的小食
品吸引，可是她記住媽媽說的話：“每
次只 能挑一個，不能超過一塊錢。”在
超市裏看到喜歡的玩具她會拿起來先
看價簽，然後自言自語說：“哦，太貴了
，等到降價的時候我們再來看看。”再
喜歡的她也會 放回架上。至今想起她
當時的洋子，我的心都會酸酸的。

從小酷愛讀書的女兒童年時好
像沒有幾本屬自己的新書，因為十塊
錢一本的書對當時的我是一筆大錢。
不過這并沒有影響她的成長，因為一
到美國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最好的地
方---圖書館。每周十幾本甚至幾十本
地借，借回來如饑似渴地讀，讀完就催
著爸爸媽媽去圖書館。就這洋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沒有 新書的女兒卻成
了最愛讀書的孩子。

這洋的日子過了五年，隨著孩兒
爸找到穩定工作，我們有了綠卡，再後
來我也有了工作，家裏的日子不再那
麼緊巴，我花錢的手也慢慢地松了起
來。我不再給孩子 買人家的舊衣服，
而是去百貨商店趕sale的時候買。等
到女兒上了初中，對穿衣戴帽有了自
己的想法時，我就帶著她一起去商店

讓她自己挑選，現 在更多的時候是她
和朋友一起去買。

孩子小的時候對金錢沒有什麼
概念，漸漸大了，看到周圍的人和事，
就有了想法和疑問。面對這些，我知道
不能回避，敷衍，只能正面地去和女兒
交流。記得上初 中時女兒說：“有的同
學家住公寓，自己都沒有單獨的臥室，
可是她們卻背著c品牌的包，穿著c鞋
。”我說：“我們和人家一洋都不是富人
，只是每家的父母把錢 花在不同的地
方。我們更願意把錢花在妳學鋼琴，長
笛，滑冰，網球，遊泳上。妳說哪種做法
更值得？”

一次我給鋼琴老師寫支票時女
兒在旁邊說：“媽媽，我從四歲開始學
鋼琴，到現在花了很多錢，這些錢夠買
一輛汽車了吧？”我笑了：“夠買一輛寶
馬了。不過，看到妳在舞臺上彈琴，媽
媽的心會緊張，興奮，激動；聽到掌聲，
媽媽會特別驕傲。這些都讓媽媽感覺
比坐寶馬車幸福多了。”

我一直都沒有富養還是窮養的
概念，也沒有為此糾結過。跟著家裏的
收入走，跟著孩子的需要走，邊走邊把
自己的金錢觀價值觀灌輸給孩子，這
洋孩子也不會糾結，不會為物質所累。

我讓女兒知道：妳不是含著金鑰
匙出生的，家裏的錢不是大風刮來的，
每一塊錢都是父母辛苦工作掙來的。
我們對妳物質需求的滿足是有限度有
選擇的，更不會超越我們能力所及的。

我讓女兒知道：幫助做家務是沒
有報酬的義務勞動。秋天掃樹葉，冬天
鏟雪，平時倒垃圾，推垃圾筒，在家裏
帶妹妹，都是妳做女兒做姐姐的本分。

我讓女兒知道：考試得了好成績
，比賽得了獎是妳為自己做的，爸爸媽
媽會為妳高興，全家會出去吃飯慶祝，
可是我們不會事先懸賞，也不會事後

現金獎勵。
我讓女兒知道：一個女孩子打動

人的是健美的身體，自信的眼神和陽
光般的笑容，沒有這些，穿再貴的衣服
人們在心裏也不會給妳打高分。

守住這些底線，并不意味我是個
在金錢上苛待孩子的媽媽。女兒去外
州慘加國際科學大賽，去DC領獎，我
都會帶她去買漂亮的衣服，去做頭髮，
去買好的化妝品。女兒和朋友去逛
mall，看電影，吃飯，如果她需要20塊
錢，我會給她30，回來後她會主動把
剩的錢還給我。

特別是女兒上高中以後，校內校
外慘加的很多活動都要花很多錢，有
時我們也會私底下嘮刀一句：“這真是
花錢如流水啊！”可是該花的時候我們
從不猶豫。記得 九年級女兒試著組織
debate club（辯論俱樂部）的時候，她
對我說：“媽媽，要加入一個全國的組
織，需要交200多美元的會費。可是現
在還沒有幾個人，而且他們幾個都猶
猶豫豫 的。”我說：“妳不用擔心這個
錢，需要交的時候我們為妳付。”儘管
最後club沒有辦起來，可是女兒知道
爸爸媽媽一直在支持她。今年，她要慘
加一個全國性 的科學學會組織的競
賽。那個競賽不僅要提交書面報告，還
要交一份錄像。因為這學期的功課和
考試的壓力特別大，女兒想要放棄。她
說：“我準備得不充分，得不 了獎，95
塊錢的報名費肯定是白花的。”我說：

“95塊錢妳不用考慮，妳不試怎麼知
道自己不行？妳已經準備了，別錯過這
個機會。”結果她得了二等獎，對於 這
意外的收穫她高興得不得了。

因為知道要尊重父母辛勞得來
的金錢，所以她不揮霍；因為父母在金
錢上讓她不缺乏，給她安全感，所以她
不會對金錢孜孜以求，錙銖必較。更重

要的是我們在為她花錢的時候，我們
的選擇和優先次序向她傳遞著我們的
價值觀。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女兒從小到
大，小到玩具衣服，大到手機電腦，從
沒為哪洋東西和我們糾纏過，更沒有
因為得不到滿足而對父母抱怨。當然，
手機和電腦在她該需要的時候我們就
會為她準備。

特別是這一兩年，我們對她自己
的花費越來越放鬆，可是她自己懂得
分寸，所以還沒讓我們頭疼過。

去年暑假她去華盛頓慘加一個
政府部門組織的的活動，一周裏所有
費用主辦方都包了，沒有需要花錢的
地方，可是我還是給她100塊錢。活動
結束 後我們全家在華盛頓又玩了幾
天，在歷史博物館，妹妹挑了幾件紀念
品和書，交款的時候，我一時著急找不
到信用卡，大女兒連忙從自己的包裏
拿出錢。後來她又在 路邊的小店給妹
妹買了一件紀念衫。我跟小女兒說：

“看，姐姐多好！”大女兒馬上說：“那是
媽媽的錢。”回到家後，她把剩下的錢
交給我，我隨便問了句：“妳 買什麼了
？”她說在Smithsonian（美國著名的國
家博物館）買了些紀念品，是送給她的
好朋友們的。

就這洋，在我還沒明白啥是窮養
富養的時候，孩子就長大了。

看到關於窮養富養的討論我問
女兒怎麼看，她說：“小孩懂事之前不
該富養。”看來小時候的苦日子在她的
身上沒有成為負能量，而是讓她懂得
了父母給與孩子的無限的愛和有限的
物質之間是不矛盾的。

在美國在美國，，這樣這樣““窮養窮養““與與””富養富養””女兒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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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异地恋，订婚后才每天在一起

，在订婚之前，我发现他在网上和一个女

的说话很过分，原来老公在认识我之前和

她发生过关系，我又气又伤心，又打又骂

又扇耳光，他就跪着任我打骂，公公婆婆

也吼他，因为这事差点连婚都没订成。

我是有处男情结的女生，思想保守，

对自己这方面要求严格。说实在的，像我

这样80后的女孩，把第一次留给自己老

公的人还真是少数，可是我的老公却不是

处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老公

极宠我、包容我，可是他内心忧郁多情，

性格有点懦弱，在认识我之前和很多女的

在网上关系暧昧(因为他前女友出轨，最

后分手，他就这样摆脱痛苦)，就是在网

上发泄空虚的那种。

我们是异地恋，订婚后才每天在一起

，在订婚之前，我发现他在网上和一个女

的说话很过分，原来老公在认识我之前和

她发生过关系，我又气又伤心，又打又骂

又扇耳光，他就跪着任我打骂，公公婆婆

也吼他，因为这事差点连婚都没订成。

后来我们订婚后，老公确实比以前听话了

，喜欢的游戏也不玩了，天天跟着我，从不在

电脑前多停留一会，有时候我自己瞎想，老公

会很无奈的问我“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公平讲，我老公的人品各方面都不错

，邻居和朋友的评价都很好，就连我苛刻

的爸妈都觉得他不错，可是那件事真的在

我心里留下阴影了，再加上我本来就有处

男情结，最近由于工作老公经常随领导出

差，昨天看到他对他高中时期就仰慕、可

是无缘在一起的一位姐姐，在校友上留言

他要结婚了，我又多想起来。其实我内心

知道，一旦我们结婚，我老公顶多会在心

里想想，出格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可我

依然控制不住老是胡思乱想，甚至有点恐

惧，本来阳光开朗的自己，现在也常常难

受哭泣。在外人看来，我很幸福，可是内

心的苦谁又知道呢？四个月后我们就要结

婚，如果不是在乎父母和公婆，我真的想

逃婚。请你帮帮我，我该怎么办？要是再

这样下去，我想我会疯的。

老师回复：

是啊，要是再继续这样下去，你是会

疯的。但我更相信，在你没疯之前，你老

公会先被你折磨疯的！

以前，女人总是大骂那些有处女情结的

男人是真“变态”，害人害己不浅。可看了

这位女孩的处男情结之后，女人终于可以站

在男人的角度上想想看：想到他曾跟另一个

女人在床上翻滚－－崩溃啊崩溃！

可是姑娘啊，丢掉这

一个，有可能你倾其一生再

找不到更疼你的男人了。

男人都明白：这世上

，处女稀少。

那作为一个女人，你

更该明白：处男，那可是

比处女更稀少百倍的生物

！

丈夫为第三者买房为何无

效

说实话，你这位男友

真是不错，因为，你的任

性，他买账，对自己曾经

的“荒唐”，他是由衷的

感觉对不起你，所以才会

加倍的宠你爱你。可是，

你可别以为所有的非处男

们都有他这份体贴，更多

的男人，会觉得上床时自

己的基本权利。

在中国，男人的处女

情结是理所当然，女人的

处女情结，其实会被绝大

多数人讥笑的。且不管这公平与否，这是

现实。别总以为处男就一定能给你更多，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女人，喜欢经历丰富

的男人，因为那些男人，总比处男懂女人

。处男遇上了处女，觉得那是理所当然，

谈不上珍惜不珍惜。可非处男遇上了处女

，一般会觉得是捡到了宝贝。女人想当男

人的宝贝，得懂得给自己留点“优势”。

有了这点优势，才算是有了拿捏他的砝码

嘛！

所以，咱别折腾了。捏住了他的小辫

子，你是可以摆摆架子、耍耍性子，目的

是为了拿他一把。但这架子摆得太大、性

子耍得太过，男人是会起义的！你不想把

他重逼上之前的荒唐路，收敛下你的任性

吧。即便他之前有过性行为，但不代表他

欠你的。更何况，人家全家都像你认错保

证了，作为女人，见好就收吧。闹得太过

，一定人心尽失。你可以选择逃婚，但前

提是，你身边已经有了比他更好的对象了

么？如果没有，别冒险。因为一旦迈出这

一步，你一定会后悔。真的，一个女人丢

掉一个深爱她的男人，早早晚晚，一定会

后悔，抓心挠肝的悔！还是那句话：接受

不完美，才有可能获得完美！

處男情結的我無法接受非處男友
家庭需要

每一个人的努力
和老公恋爱的时候婆婆就不同意我俩在一起，他是顶着家庭的

压力才最终和我结婚的，为此我也很感动他付出的努力，尽管婆婆

不喜欢我，我也竭尽所能的去讨好她，老公也常在她面前夸赞我，

可越是这样，婆婆越不待见我。我向老公提出要不买套新房搬出去

住，要不去外面租套房子生活，总之我不想再看到婆婆那张嫌弃的

脸了，老公平日工作很忙，我说了几次，他都不作回答，要么就说

工作太累不想谈这件事，我知道他是刻意回避，我心里很受伤。

我想，如果我怀孕了，婆婆也许会对我好点，可不管我怎么努力

，始终没能怀上，为此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是内分泌失调，

必须调理好才能怀孕，也许我是因为工作上的压力也比较大吧，老公

说实在不行就辞职在家备孕吧，家里不缺我这份工资，可一想到如果

我不上班，在家里就只能每天面对婆婆，别说调理身体了，我估计会

加重内分泌失调。后来婆婆住了一次院，老公给家里请了一个保姆，一

方面伺候婆婆，另一方面能帮我们做些家务，这保姆并非是从家政公司

请来的，而是婆婆的一个远房亲戚，后来仔细询问了我老公，才知道这

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是婆婆的干儿女的一个表妹，这也能算亲戚

吗?可是既然保姆都请到了家，我也不好发表反对意见，想着来就来吧

，至少我不用每天下了班就赶回去给他们做饭，这样也挺好。

半年以后，保姆突然怀孕了，我是在垃圾桶里看到的验孕棒，

当时我不知道婆婆和老公是否知道这件事，就私下问了保姆，她承

认自己怀孕了，我说那既然你怀孕了，就回家好好养身体吧， 工资

我会让老公多给你结算一部分的，不亏待你。可保姆却说她不想走

，我说女人身体要紧，你怀孕了，如果还让你做家务，邻居看到肯

定会说闲话。结果婆婆进来了，也说要让保姆留下，我问婆婆为什

么，她说保姆是最能理解她的人，家里可以再请个保姆，但是她的

这个所谓的亲戚不能走。尽管事后我多次要求保姆自行离开，可她

的态度也渐渐变了，开始和我顶嘴，甚至不做家务，完全当自己是

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我看这样下去也不行，就让老公出面赶她走，可老公居然也不

同意，说都是亲戚，要是赶走她，面子上不好看，我说这跟面子有

什么关系，老公不仅没赶她走，还付双倍工资，我是在老公手机上

看到他的转账信息才知道。说实话我很生气，老公和婆婆居然都维

护着这个保姆，不得不让我感到怀疑，平日里我没觉得这个保姆做

的有多好啊，怎么就那么受他们的喜欢。

就在前几天，晚上我起床去客厅倒水，经过婆婆房间时，听到

她在说话，我以为是她自言自语，可隐约的听到了保姆的声音，这

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于是就贴着门听她们在说什么，结果，我

竟然听到婆婆要保姆安心养胎，她会尽快让她儿子和我离婚，我以

为自己耳朵听错了，又使劲贴在门上听，婆婆说打一开始就不喜欢

我这个儿媳妇，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她儿子的思想工作和我离婚，还

对保姆说，如果她怀的是男孩，无论说什么都会将她扶正。

我气的手直哆嗦，本想踹开门，可突然没了那个胆儿，怯懦的回到

房间，老公还在熟睡，我躺在床上一夜未眠，第二天我找个理由回了娘家

，现在已经在娘家住三天了，内心很矛盾，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

法国欧洲时报网编译报道称，

在英国，各个地方有权施行自己的

法律法规，很多奇葩法规甚至连英

国当地人都一问三不知。近日，英

国汉普郡推出一项新法规，规定主

人遛狗一次不能超过4条，否则处

以高达100英镑的罚款。这一规定

让英国媒体炸开了锅，纷纷列举出

英国各地的奇葩法规并吐槽：在英

国生存，你也许分分钟就会被抓进

监狱。

东德文郡：禁止喂海鸥 卡梅伦也

曾惨遭“掠食”

《卫报》报道，在欧洲，尤其

是在沿海地带生活过的人，很多人

都喂过海鸥。这个看起来完全合理

的行为，如果发生在东德文郡的海

滩，那就是一种刑事犯罪，你将会

被罚款80英镑。但考虑到前首相大

卫卡梅伦此前的悲惨遭遇，也许这

条法规会起到一定效果。

海鸥在英国蛮横霸道是出了名

的，英国街头经常发生海鸥与人抢

食的一幕，有人甚至因此报警。最

出名的案例，莫过于卡梅伦在2015

年被海鸥“掠食”，当时他边走边

吃三明治，突然一只海鸥俯冲下来

把三明治里的火腿片给抢走了，只

剩下一脸懵逼的首相……

为此，卡梅伦曾经郑重宣布要

重视海鸥问题，还决定采取一些措

施来阻止疯狂海鸥的攻击性行为。

剑桥郡：禁止喂鸭子或鹅 违者罚

款2500镑

如果你在剑桥郡的指定饲养区

外喂鸭子或鹅，根据“1990年环境

保护法”，你可能会被处以高达

2500英镑的罚款。当地政府认为，

喂食行为会将飞禽等引入人行道和

车道，弄脏人类的公共场所。

总而言之，除非你在特拉法加

广场，请记住不要随意向鸟儿喂食

。

大都会警察区：禁止唱“荤歌

”、搬运木板

根据“1839年大都会警察法”

，在街上唱“亵渎、猥亵、淫秽的

歌曲或民谣”是违法的。在大都会

警察区，沿着人行道搬运木板、梯

子、轮子、杆子、酒桶、标语牌、

滑雪板等都是非法的。此外，该区

还禁止将地毯上的灰尘抖落在街上

，但是早上8时前可以在街上抖落

脚垫上的灰。

布里斯托：禁止采黑莓、苹果及雏

菊

在布里斯托，采摘黑莓、苹果

、蘑菇及雏菊的行为都被明令禁止

。

指定公园：禁止遛狗

英国于2013年颁布“公共空间

保护令”，赋予地方在指定地区禁

止指定活动的权利，例如在3300多

个公园内禁止遛狗行为。

那些传承至今的古老禁令：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13至

14世纪期间的一些法律禁止穿戴盔

甲进入议会大厦；禁止在英国海岸

捕捞鲸鱼，包括死鲸在内，因为它

们属都于国王的财产；禁止一般市

民的狗与有王室血统的狗交配，就

连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威尔士矮

脚狗交配也不行。

19世纪以来，通过了一些有趣

的法律，禁止任何人在街上放风筝

或是滑冰；禁止在街道上隔空拉晾

衣绳；禁止在房前修建猪圈，除非

位置非常隐蔽，而且配有骏马俏牛

相伴。

20世纪以来，法律完善的步伐

也没有停止，新增法律如禁止在不

恰当的场合处理鲑鱼；禁止故意或

肆意按别人家的门铃或敲门；在苏

格兰，敲别人的门要求借用厕所也

是犯法的。

也许，我们最熟悉的还是“波

兰土豆禁令”，从2004年起，英国

就禁止进口土豆，目的就是为了不

让波兰土豆进入英国国土。不过英

国最近又通过了一条新法律，禁止

在售票大厅插队。如今，如果你在

英国酒吧喝醉，那你也就犯法了。

禁止在售票大廳插隊
妳不可不知的英國奇葩法規

男子“逃票”攀珠峰被拘
面临2.2万美元罚款

要想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登山者不仅要

有过人的体魄和丰富的登山经验，还要有充足的资金

来支持各项花销。近日，一名南非登山客试图逃避缴

纳1.1万美元的攀登珠峰许可费用，结果被尼泊尔当

局发现，被没收了护照，还要缴纳罚款。

据报道，为了“逃票”，43岁的莱恩•肖恩•戴

维爬到珠峰约海拔7300米的高度后，逃到一个山洞

里，但被尼泊尔当局发现并带下山。

尼泊尔官员称，登山官员在山下大本营就注意到

戴维有些可疑。他们一路跟踪他爬到一个人迹罕至的

地方，看到戴维在一个山洞里悄悄搭起帐篷。

很少有人试图独自攀登海拔约8848米的世界最

高峰珠穆朗玛峰。绝大多数攀登珠峰者至少要带一名

向导，而且必须拥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团队在山下大本

营为其提供支持。

戴维表示，他的护照被当局没收，本人被送往加

德满都关进牢房，还将面临罚款。据称，这笔罚款金

额高达2.2万美元。

5月 4日，新西兰老人Mad-

eline Anderson 度过了自己的 110

岁生日，成为新西兰最年长的

人。由于有一半波兰血统，

110 岁生日当天，波兰驻新西

兰大使特意登门看望这位人瑞

。

5 月 4 日，波兰驻新西兰

大 使 Zbigniew Gniatkowski 来 到

Anderson 家中，祝她生日快乐

。Anderson 是新西兰早期波兰

移民的后裔，祖父辈是新西兰

第一批波兰定居者。她 1907 年

出生在 Dunedin，是 4 个女儿里

最年长的一个。父亲是波兰人

，母亲则是苏格兰人。

“我从没想到能活这么一

把年纪，现在我感觉还不算糟

。”在 110 岁生日来临之前，

Anderson 感慨地说。

她目前已经成为新西兰最

年长的人，但看起来身体依然

硬朗，靠人搀扶能在家里走走

，能自己烹茶招待宾客。视力

下降，但听力依然灵敏，总能

听到嘈杂声。而且精神状态很

好。“我喜欢吃自己做的饭，

尤其是有蔬菜。”她说。

“我的三个妹妹都过世了

，最先走的是最小的妹妹，”

Anderson 说，“我父亲是波兰

裔，同样出生在新西兰，他的

父亲是早期的定居者。”

Anderson 出生在 Baldwin St

，“这可能是世界上坡度最大

的街道，我们家是这里建造的

第一座房子，可能是我父亲建

造的。”她说。在 Dunedin 度

过早期童年后，Anderson 随家

人搬到了南奥塔哥的 Clinton 一

处农场。在那里，她度过了快

乐的童年时光。

Anderson 一生经历了两次

世界大战，在二战期间结了婚

。“我结婚那天是 1941 年 9 月

6日。”

婚后，她和丈夫 Harry 育

有 3 个孩子，但其中两个孩子

英年早逝。儿子 Brian 在年轻

时死于一次自行车事故，养

子 Graeme 在 20 岁时死于一场

车祸。

新西兰最年长老人迎110岁生日

波兰大使登门道贺

在5月／6月一期的美国陆军杂志《军事评论》刊登了一

张照片，内容显示的是2013年7月2日一次军训意外。

据报道，那天，在阿富汗拉格曼省一处军训场，几个阿

富汗士兵练习发射迫击炮，不料该迫击炮弹在炮管内爆炸，

当场将四名阿富汗士兵炸死。

在场拍照的美国陆军摄影师希尔达· 克莱顿也不幸遇难，

她在炸弹爆炸瞬间按下快门，留下生前最后一张作品。

捕捉死亡瞬间
女摄影师按下快门后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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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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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大学录取办公室通过了，但是该
专业的老师却不允许。”

了解专业信息的途径除了浏览
学校官网、咨询同专业的前辈外，
找一个靠谱的留学机构也能为自己
选择专业提供帮助。孟浩在美国得
克 萨 斯 大 学 达 拉 斯 分 校 学 习 金 融
学，他选择了向留学机构咨询，他
说：“我大学本科学的是财政学，留
学机构的老师帮我列举了考硕士时
可选择的专业，比如金融、经济、
金融工程专业等，每个专业的区别
和未来的就业方向。这让我专业选
择的方向明确了很多。”

影响选择因素多
兴趣爱好占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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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人沟通交流；受家庭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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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选择市场营销与管理专业时，毕业
于 英 国 诺 丁 汉 大 学 的 吕正 （化名）
说，“一般来说，市场部是一个企业直
接创造收入和利润的部门，是最有挑
战性的部门，也是大多数公司收入最

高的部门。学习这个专业，能有机会
进入公司的核心部门，积累市场营销
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能为自己创业夯
实基础。”

就业率和薪资状况是很多留学生
选择专业时的一个衡量因素。当被问
到选择自己所学专业的主要原因时，
很多人都回答因为喜欢。韩冰子说：

“我的偶像是季羡林老先生，我一直想
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博古通今的人。而
且我在出国之前的几年一直在学习中
国文化，希望通过留学，能换个角
度，了解西方人怎么看待和理解中国
文化。我爸妈都是理科出身，但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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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了解更多。”孟浩说：“我选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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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吸引留学人才
政策影响专业选择

国家鼓励留学生回国就业创业的
政策不仅催生了“海归潮”，而且对留
学生专业的选择也产生着影响。据统
计，留学生回国就业的人员中，管理
学、理学和经济学最为热门，其次是
工学、文学和法学。有些城市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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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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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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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爱好占首位•关注国家引才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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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俄罗斯小伙子，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后便
进入顺丰公司，负责通往俄罗斯、乌克兰等东北
欧跨境物流产品的规划和设计。

在他看来，中国公司正越来越受到国际认
可。中国的快递公司为东北欧地区的物流注入活
力。中国快递高水准的服务、速度和高性价比，
被成功复制到了俄罗斯。

2014年顺丰寄往俄罗斯的快递最多每日1万
多票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时间
以来，日票件已达到20多万件。

马克说，来顺丰前，除了几家国际快递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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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手机引爆印尼市场

印尼姑娘关利花是某国产手机公
司国际部负责本地化工作的经理，每
天都和印尼用户交流沟通，了解需求，

反馈给北京后端的工程师，以便不断改进和完善产
品。

2004年从印尼来华学习的关利花，没想到自
己会在中国投身全球前沿的科技领域。

“中国人真的很努力，天哪！”关利花感叹，“现
在不用到欧美去，来中国就能参与全球最新的科
技创新。”

10年时间里，关利花“三连读”，在对外经
贸大学连续获得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2014年
毕业后加入某国产手机公司。在她和同事的不懈
努力下，结合当地宗教文化、社交需求开发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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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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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祝》已有四五百场。

作为第一位夺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
金奖的东方人，吕思清深谙海外听众的音乐喜好
与审美习惯，他选择用音乐演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听众寻找共鸣。

文明互鉴、艺术相通。一首《梁祝》不仅有优雅
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着中国文化韵味。“我
要把中国的声音、故事带给西方的观众。”这是吕
思清这些年坚持携《梁祝》走向意大利等国家的动
力，“我愿意成为‘一带一路’传播《梁祝》的音乐使
者。”

（据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记者李斌、郭宇
靖、魏梦佳、张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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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小米发布会上，一位用户展示最新
的“印尼制造”小米手机。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留学时大家都如何选专业？
赵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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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日本節萬人同歡 東洋味濃厚
【本報訊】 由休士頓日美協會主辦，

全日空贊助，日本社團及日本文化愛好者
共同策畫，第24屆休士頓日本節上周末
為期兩天在赫曼公園(Hermann Park)登場
，各類頗具傳統及現代日本特色的節目輪
番上演，還有當紅日本流行歌手會應邀登
台獻唱，吸引許多日本文化和角色扮演愛
好者共襄盛舉。

今年日本節場地仍在Hermann Park
的日本園藝區附近舉辦，活動將持續兩天
。舞台上的日本傳統節目有太鼓、樂器演
奏、歌舞伎舞蹈等，休士頓當地的日本社
團和Clements高中與Woodlands高中等
學校也表演日本傳統夜來祭典傳統舞蹈開
場表演，其他舞台也呈現別具風格的傳統
文化表演。

日本流行文化一直深受年輕人喜愛，
每年日本節都會策畫各種時尚秀、流行歌

曲、嘻哈街舞
和傳統歌藝等
，成為當地具
代表性的東洋
文化節日。據
官網統計，每
年日本節吸引
遊客超過 2萬
5000人次，是
全美最多人參
加的文化節活
動之一，今年
也有萬人參與
。

活動當天
，除了舞台節目外，活動上還有傳統日本
神轎集合太鼓遊行，各種道地日本美食與
飲品供遊客品嘗，到場民眾還有機會親眼

目睹茶道、武士道及各種兒童表演。許多
喜好日本文化和動漫愛好者不分族裔都費
盡心思角色扮演或穿著日本和服傳統服飾
，現場東洋味濃厚。現場販售日本傳統工藝飾品現場販售日本傳統工藝飾品。。((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日本傳統太鼓表演日本傳統太鼓表演。。((取自取自Hermann ParkHermann Park官網官網))

一 晨曲

清晨彩霞映紅天，晨練又來小湖畔。
湖水無波似鏡面，美景勝畫卷。

鳥兒成雙站樹梢，引頸高歌唱的歡。
蝴蝶蜜蜂來伴舞，功勳歌舞團。

近處小魚戲水玩，遊得開心畫圈圈。
鱗波點點金光閃，快樂很悠閑。

遠處野鴨聚成群，嘰嘰喳喳吵翻天。
覓食快速水中鑽，口鉗大魚玩。

狡猾鱷魚水中趴，露著耳朵和鼻尖。
睜只眼睛閉隻眼，野鴨能解饞。

烏龜水中遊的慢，伸頭探腦四面看。

瞧瞧危險來何方，天敵未出現。
綠色蜥蜴尾巴長，跳躍能當降落傘。
叢樹之中四處遊，蚊蠅當早餐。

一對蝸牛湖壁爬，忽然撲咚墜水面。
外殼為船角為帆，昂首觀藍天。
響聲起沈湖底， 蹤影已不見。

二 雷雨
傍晚小燕低空飛，飛來飛去把蟲抓。
忽然一道電光閃，雷聲爆炸震九天。
小燕子受驚嚇， 急忙藏在屋檐下。
驚炸響雷震昏貓， 墻頭滾到墻旮旯。
黃狗驚得汪汪叫，夾著尾巴逃回家。

青蛙趴在荷葉上，瞪大眼睛觀雨下。
雞婆圍著大樹轉，急得咕咕叫雞娃。
小羊羔兒滿坡跑，昂首高聲喊媽媽！
松鼠鑽進樹洞裡，外面露個大尾巴。
猴崽頭蓋芭蕉葉，爸爸救我天塌啦!
小朋友們剛放學，手舉書包當傘打。
伸脖張口接雨水，甘甜潤嗓腸道滑。
女生匆匆跑在前，男生借雨打水架。
邊打邊鬧踢水球，泥漿滿面露白牙。
牧童牽牛唱小曲，手舉柳枝攆群鴨。
渾身淋得濕漉漉，兩腿沾滿大泥巴。

詩歌創作
讀者專欄讀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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