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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買房才划算？
看看美國理財專家怎麼說麼說

春末夏初之際，美國一些房屋紛紛上市挂
賣。當前地產交易市場的活躍，讓不少租房者為
之心動。

當你在為自己選擇租房還是買房而感到糾

結之際，不妨看一看專家們的建議。Jean Chatz-
ky是位個人理財專家，也是美國個人理財網站
《The Balance》的資深編輯。以下是她的經驗分
享。

當你計劃在某個地方住上
至少有好幾年的時間，當你看
著成本的微積分時，你把錢投
入房子中是有道理的。

買房，不僅僅是支付房屋
貸款。你必須記住一點：除了購
買房屋所有權之外，還有其他
費用，有維護費，每年可花掉
1％到2％。需要繳稅，支付房屋
保險。如果你家有一個草坪的
話，需要打理草坪。如果你有一
個車道的話，冬天需要鏟雪。
有些東西可能是你不會指望的
。

另一方面，如果你看大多
數地產市場的升值，房價預計
會繼續上漲，稍高于通貨膨脹

率，這是很好的。它不會成為一個殺手級的投資
，它是一種資本保值的補充方式。

如果你期望你在一個地方住上很長時間，
你想建立一個補充的儲蓄賬戶，償還抵押貸款
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當您决定要搬家時，您可
以獲得一筆總額，然後再投資另一個物業。

以上的建議只適用于那些想要擁有一個地
產的人。你想要買那個地方，把
它變成你的財產，扎根下來，作
為房子的屋主，擁有一處地
產跟租一個房子感覺有所
不同。所以，如
果你的生
活處于這
一階段，那
就應該買
房子。
(互聯網資
訊綜合整
理)美國房市持續上漲美國房市持續上漲。。

圖為加州的一處地產開放給買家參觀圖為加州的一處地產開放給買家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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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全美55月房產價格市場趨勢月房產價格市場趨勢

全美房屋價格同比變化率全美房屋價格同比變化率

海外房產分析專家根據最新的Case-Shiller全美20大城市
房價指數與CoreLogic的HPI報告，為您詳細解讀美國房產整體

的價格以及大家關心的
華人聚居大城市的房價
最新趨勢。

全美市場
根據CoreLogic在5

月2日最新發布的美國
房產數據顯示，在全美
範圍內，美國房產市場
持續上升，在 16 年 3 月
到 17 年 3 月期間，全美
房屋的房價全年平均同
比上漲7.1%；而17年3月
份環比17年2月則增加
了1.6%。

同時房屋價格指數
預 測，在 17 年 3 月 至
2018年 3月的一年時間
內，全美房屋價格還將
持續上漲約 4.9%。而 17
年 4月相比 17年 3月房
價則將環比上漲0.6%。

過去的一年：在所
有州裏面，華盛頓州漲

幅最大，達到了12.8%；其次是俄勒岡州，漲幅為9.4%。在11大都
市圈裏面，西雅圖都市圈房價過去一年
增長了14.5%，增長幅度最大。另外，達拉
斯都市圈過去一年增幅也較快，達到了
11.1%。

未來的一年：
在所有州裏面，加
州的漲幅最大，達
到了 10.1%；其次是
內華達州，漲幅為
9.4%。在 11 大城市
裏面，加州三座城
市漲幅最快：聖迭
戈為 11.7%、舊金山
為 9.8%、洛杉磯為
9.3%。

2000-2011年期
間，拉斯維加斯房
價波動最大，其次
是舊金山。而丹佛
和達拉斯的房價波
動幅度較小。但是，
自 2011 年以來，四
大城市的房價都飆
升，其中舊金山的
幅度最大，而拉斯
維加斯的房價漲幅
卻居末位。丹佛和

達拉斯這樣的市場雖然
並沒有參與到2007年的房價飆升中，但是現在也激增到了歷史
峰值，過去五年達拉斯房價漲了55%。

我們可以看到該指數起伏較大，在2000-2011年間完成了經
歷了大漲大跌，而自2012年以來，該指數已經漲了44%，接近于
2006年曾達到的峰值水平。

房價回升以來美國各大城市房價都呈現雙位數比率的增長
，一些熱門城市的房價甚至超過了此前曾達到的巔峰水平，其中
達拉斯房價從低位向上漲了約52%，比此前曾創下的頂峰水平
還高35%；舊金山房價從低位向上漲了約97%，比頂峰水平高
6.6%。

“房屋價格在2017年三月份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Core-
Logic 的房屋價格指數僅比2006年的峰值低2.8%。”CoreLogic
首席經紀學家 Frank Nothaft 博士說，“數據預計，房價在未來的
12個月裏會增長5%左右，房價指數在今年第二季度將達到之前
的峰值。全美有過半城市的房屋價格已經超過了他們之前的峰
值，另外有大概20%的城市圈目前正處于峰值水平。在過去的半
年中，全美範圍內的房屋價格正在逐步加速增長。而相同時期內
，獨棟別墅的租金價格增速正在放緩，根據 CoreLogic 的獨棟別
墅租賃指數，租賃價格在過去一年僅再增長3%。”

“工作機會、家庭和人口數量的增加、頗具吸引力的抵押貸
款利率以及緊缺的房源供應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得全美房價得以
持續增長。”CoreLogic 董事會主席兼 CEO Frank Martell 說，

“90%以上的城市圈房價都在增長，特別是一些重要的都市圈房
市依舊火熱，數據顯示，前十大都市圈中有四個城市估價過高。
從區域上看，華盛頓州西部地區房價增值表現突出，例如西雅圖
市 (Seattle)、塔科馬港市 (Tacoma) 和貝靈翰姆市 (Bellingham)，
增值都在13%、14%左右。”(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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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一起來看看11大城市的房價指數吧！
舊金山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

舊金山灣區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 $1,
185,000，較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4.0%。與上
月相比上漲了2.1%。根據預測，舊金山灣區都
市圈未來一年的增速為9.8%。而舊金山市區
的房價中位數為 $1,250,000。

洛杉磯（Los Angeles Metro Area）
洛杉磯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 $552,

000，較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6.4%，與上月相
比則環比上漲了1.0%。根據預測，洛杉磯都市
圈未來一年的增速為9.3%。而洛杉磯市區的
房價中位數為 $630,000。

紐 約 （New York
Metro Area）

紐約都市圈的房價
中位數為 $411,000，較去
年同期相比上漲了7.6%，
與上月相比則環比上漲
了 0.7%。根據預測，紐約
都市圈未來一年的增速
為3.8%。而紐約市區的房
價中位數為 $650,000，其
中曼哈頓地區的房屋價
格較高，房價中位數為 $1,
242,000。

西雅圖（Seattle Met-
ro Area）

西雅圖都市圈的房
價中位數為 $485,000，較

去年同期相比上漲了14.5%，與上月相比則環
比上漲了6.2%。根據預測，西雅圖都市圈未

來一年的增速為4.8%。而西雅圖市區的房價中位數為 $629,000
。

達拉斯（DFW Metro Area）
達拉斯-沃斯堡都市圈的房價中位數為 $250,000，較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了11.1%，與上月相比上漲了1.8%。根據預測，達拉
斯-沃斯堡都市圈未來一年的增速為4.4%。而達拉斯市區的房
價中位數為 $325,000。

接下來，請看2017年5月份全美11大城市圈房價排行榜：
在11大都市圈裏，西雅圖房價升值較快，如果感興趣歡迎訪

問美國西雅圖房產，精品房源等著你！(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527A簡 房地產現況 page 2 Mandy

(下)全美全美55月房產價格市場趨勢月房產價格市場趨勢

美國人買房要遵循的3個原則
你知道是什麼嗎？

美國人購買住房能力充滿了樂觀態度，
並稱只要是擁有一份很好工作和具有良好信
用記錄的美國人，他們現在都有能力可以買
的起住房。

美國家庭的中位年收入是63,800美元，
而美國家庭年收入超過這一標準的數量占全
美國家庭數量的72%。換言之，美國有72%的
家庭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購買住房。

美國人買房子也算是一種投資，所以不
會為了擁有住宅而讓自己成為房奴，家庭在
購買住宅上比較注重考量自己的經濟能力以

及債務負擔對正常生活的影響，所以在購屋
上美國人一般會遵守幾個原則。

一、在決定自己是否有能力購買住宅上
有一條28%黃金定律，也就是家庭每個月償
還房屋貸款的金額不超過每月毛收入的28%
，例如一個年收入8萬美元的家庭，他們在每
個月用于償還住宅貸款上支出不應超過 1,
866美元。

二、一個家庭每個月用于住宅上的總支
出不應超過每月毛收入的32%，這就是32%
定律。住宅上的總支出包括房屋貸款、房屋保

險、社區費和房地產稅等。例
如一個年收入8萬美元的家庭
，他們在每個月用于住宅上的
總支出不應超過2,133美元。

三、一個家庭每個月要償
還的債務不應超過每月毛收
入的40%，這就是40%定律。
家庭債務處了房屋貸款外，還
包括家庭的信用卡貸款、汽車貸款、
學生教育費用貸款等。

例如一個年收入8萬美元的家庭，他們
在每個月要償還的債務不應超過2,664美元。
如果一個家庭每月要支付2,133美元的房屋
貸款，其他的債務就不能超過531美元。

如 果 其
他債務過高，就要降
低償還房屋貸款的金

額，這時恐怕就得考慮購買價格稍低一些
的住宅了。因為以上所列的三條定律是美

國銀行在審核房屋貸款人經濟條件時最基本
的審核標準，如果超出這些標準太多，銀行是
不會批准申請人的房屋貸款要求的。(文章來
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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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匹茲堡，賓夕法尼亞州（Pitts-
burgh, PA）
投資房價中位數：$95,489
同比增長：-4.5%
資本回報率：8.0%

8. 聖路易斯，密蘇裏州（St. Louis,
MO）
投資房價中位數：$96,412
同比增長：8.3%
資本回報率：8.1%

7. 印第安納波利斯，印第安納州（In-
dianapolis, IN）

投資房價中位數：$101,948
同比增長：6.5%
資本回報率：8.1%

6. 俄克拉荷馬市，俄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City, OK）
投資房價中位數：$97,960
同比增長：22.4%
資本回報率：8.2%

5. 裏士滿，弗吉尼亞州（Richmond,
VA）
投資房價中位數：$121,682
同比增長：5.8%

資本回報率：8.2%

4. 孟菲斯，田納西州-密西西比州-阿
肯色州（Memphis, TN-MS-AR）
投資房價中位數：$86,975
同比增長：1.1%
資本回報率：8.5%

3. 哥倫比亞，南卡羅來納州（Colum-
bia, SC）
投資房價中位數：$94,372
同比增長：4.9%
資本回報率：8.6%

2. 辛辛那提，俄亥俄州（Cincinnati,
OH）
投資房價中位數：$87,092
同比增長：11.4%
資本回報率：9.8%

1. 克利夫蘭，俄亥俄州（Cleveland,
OH）
投資房價中位數：$75,512
同比增長：16.2%
資本回報率：11.5%

9. 奧克蘭，加州（Oakland, CA）
投資房價中位數：$488,853
同比增長：8.6%
資本回報率：4.2%

8. 鹽湖城，猶他州（Salt Lake City,
UT）
投資房價中位數：$253,124
同比增長：28.6%
資本回報率：4.2%

7. 薩克拉門托，加州（Sacramento,

CA）
投資房價中位數：$313,845
同比增長：18.4%
資本回報率：4.0%

6. 西雅圖，華盛頓州（Seattle, WA）
投資房價中位數：$439,212
同比增長：26.9%
資本回報率：3.7%

5. 聖地亞哥，加州（San Diego, CA）
投資房價中位數：$507,585

同比增長：6.6%
資本回報率：3.6%

4. 洛杉磯，加州（Los Angeles, CA）
投資房價中位數：$546,177
同比增長：9.0%
資本回報率：3.4%

3. 橙縣，加州（Orange County, CA）
投資房價中位數：$762,587
同比增長：14.7%
資本回報率：3.0%

2. 聖荷西，加州（San Jose, CA）
投資房價中位數：$928,355
同比增長：12.8%
資本回報率：2.8%

1. 舊金山，加州（San Francisco, CA
）
投資房價中位數：$1,118,702
同比增長：9.7%
資本回報率：2.8%

對投資者來說在美國投資房產的增值情况
是什麼樣呢？不同城市差別巨大，瞭解清楚才會
有所收益。

據商業內幕報道，在線房地產投資管理公司
HomeUnion依據1.1億個房產以及20萬個社區的

數據，為投資者提供了2017年第一季度9個最佳
和最差住房市場。

一起隨僑報網看看它們都是哪兒吧。(取材
僑報網)

哪兒虧哪兒賺哪兒虧哪兒賺
在美國買房房

最值得投資的城市最值得投資的城市

不值得投資的城市不值得投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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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地看房時應該考察哪些要素美國實地看房時應該考察哪些要素？？

在美國置業買房，不僅要瞭解購房過程中的費用、手續，實
地看房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不少人在看房的時候過于匆忙而
不夠仔細，或者容易被房子光鮮的外表迷惑。下面就讓我們一起

來看看，去美國買房，實地考察時要注意
哪些因素？

第一要看地段、位置。
從房子所處城市和區域到具體街道

和門牌號，要考察清楚。
說起來簡單，但很多人吃虧上當了。

往往看到房子很漂亮就激動起來了。在
美國房產市場有句名言：就是地段、地段
、地段！

不管是投資還是自住，如果是住宅，
就是好學區別墅、商圈別墅或者公寓。好
學區是指很好的小學到高中，我們大多
數是買公立學校的好學區別墅。

第二要看房源本身。
主要是朝向，最好朝南，有的人還喜

歡面向水，水主財嘛。
內部設計科學，人住著也舒服。很多

人喜歡大的客廳、廚房、臥室。設計科學
最重要。

房子年齡短或者已經全部更新是最好的。但有時候不要過
于追求完美，不然是買不到好房子的。美國富升地產認為，買房

子也要懂得妥協，有85%、90%很好絕對值得出手了。沒有絕對
100%好的好房子，只是相對的。

如果價位合適，地段也不錯，學區符合要求，房子狀態好一
點，已經很不錯了。不然的話，可能要等上半年的時間。這時候房
產已經升值了。後悔理論正適合。

第三看周邊配套
建議業主可以觀察一下房子方圓3公里內都有哪些商場超

市、有幾個公交站，有多少餐館，有多少娛樂設施等，如果條件允
許，可以步行或者開車計算一下路程。

娛樂設施也很主要，有的還有遛狗公園，網球場、游泳池、高
爾夫、各種協會，比如足球等。購物方便也很重要，包括生活用品
，吃喝穿等，餐館，購物中心等。很多人英語不好，喜歡靠近中餐
館還有華人超市。有的人還喜歡周圍有企業，工作好找，上班也
方便。

四是社區內設施
如果是已經建好或快要建好的社區，建議大家熟悉一下社

區環境，看看都有哪些生活配套，以及新舊程度。

五是來往人群
如果房子未來出租，可以看看周邊是否有就業區或者成數

商圈，時間允許也可以觀察一下早晚上下班，人流情況。(文章來
源：網絡)

掌握以下方法可保障在購買時節省更多。

1 與最近出售的房屋進行對比
對比的內容包括：面積、條件、鄰里以及設施。一幢新近裝修

、單層、有附加車庫的面積為1200平方英尺的住房應該與同一
街區同樣面積的住房價格相當。

2 與市場上的其他房屋進行對比
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參觀其他房屋以瞭解其規模、條件和

設施與你正在考慮購買的房屋的優劣，然後再對房價進行對比，
賣主一般都清楚他們的報價要不違背市場價格才會有競爭力。

3 與未售出的房屋進行對比
如果你打算購買的房屋與那些準備出售但最終沒買出的房

屋價格相同，那麼你該考慮定價是否偏高。此外，如果市場上有
數個同樣的物業，那麼價格會略低，特別是空置的物業。

4 考慮這一地區的市場情況和增值情
房價是持續升高還是下降？如果是賣方市場，房屋的性能可

能會被高估，而如果是買方市場，則可能被低估。這一切取決于
該房地產市場是處于繁榮還是蕭條的曲線上。

5 是否要買業主直售
（for-sale-by-owner）房
由于沒有經紀人參與而不需付傭金，一般這類房屋價格可

打6%的折扣。但許多賣家在確定房屋價格時沒能考慮到這一點

。另一方面，賣方從一開始就未在代理的指導下給出合理
的價位或對代理人不滿而自行出售。不管哪一種情況，房
屋的價格都可能被高估。

6 瞭解這一地區的升值預期
你選擇的地區可能對未來的價格產生影響。如果該地

區有積極的發展計劃，如大型購物中心的興建，輕軌的延
伸，或者大型公司的遷入，都會給這一地區帶來房地產市
場的升值。即使是計劃增加更多的道路或新建學校也是不
壞的兆頭。另外，如果雜貨店和加油站倒閉，房價會因此受
到影響。

7 你的經紀人的意見是什麼
即使沒有任何分析數據，你的經紀人可能對該房產的

價格是否合理，合理的價格應該是多少有很好的直覺。

8 價格對你是否合理
如果你不喜歡這一物業，那麼任何的價格都不會合理

，即使你討價還價之後。相反，如果你為了自己喜歡的房屋
支付得比市場價稍高，你也不會太在意。

9 價格測試
即使是在一個賣方市場，你也可以提出相對低的價格觀察

賣家的反應。有些賣家為避免討價還價的麻煩而標出最低價格，
還有些賣家出價會高出他的期望值，因為他認為買家會砍價，或

僥幸有些買家會接受他的高價位。

10 進行資產評估和房屋檢查
一旦簽下合同，貸款人為了保護其經濟利益要對房屋進行

評估。貸款人希望明確的是一旦你停止支付抵押金，他收回房產
或進行拍賣時不致虧本。

(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買房選房時要注意哪些問題在美國買房選房時要注意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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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休產假要休產假，，還想帶薪還想帶薪？！？！看看美國的看看美國的
媽媽們的命運如何媽媽們的命運如何

[來源:觀察者網]
在本文陳述之前，讓我們一改常規

先來做個測驗題吧：
請猜猜以下哪些國家沒有法定的帶薪產假？
選項包括：1.Mongolia（蒙古國）,2. Chad（乍得，非
洲小國）, 3.Mali（馬裡，西非小國）, 4.Cuba（古巴）
， 5.United States（美 國），6.China（中 國），7.
France (法國），8. Germany (德國）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
美國
選對了嗎？

美國竟然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法定帶薪
產假的高收入水平國家！

是的，就像下面這位媽媽一樣，每年有無數
美國母親被迫離開還未滿月的嬰兒
回到辦公室難以置信吧？！
本以為越是富裕的國家應該福利越好才是！
關於美國帶薪產假的現狀，有9件事你需要瞭解
：
一、美國各州自定規則：
長久以來，雖然美國一直強調家庭，但在確保工
薪家庭的福利方面，卻一直落後其他發達國家，
甚至遭到人權組織批評。
以上是BBC帶薪產假調查，被標紅的國家屈指
可數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已經遠遠走在美國前
面：加拿大35周，德國44周，挪威70周，甚至連

沙特阿拉伯都有10周帶薪產假。
美國聯邦法律並未對帶薪休假作出規定，而

目前只有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羅德島州提
供類似帶薪休假，不過加州和新澤西只放6周假
，羅德島只放4周。當地時間3月31日，美國紐約
州也通過了法案，准許家中有新生兒或者有病患
需照顧的職工享受至多12周的帶薪休假，職工
涵蓋男女、包括全職兼職。
二、產假如同虛設

各位雇主只用按各州立法及勞動合同照章
辦事。除了像矽谷那些“財大氣粗”的公司能為員
工提供非常慷慨的帶薪假期，全美範圍內，只有
12%的職工享有帶薪休 假，而且分佈不均。收入
最低的25%的勞動力中，只有5%的人享有帶薪休
假，而收入最高的10%中，有22%的人可以享受帶
薪休假。

於是很多媽媽不得不帶著孩子工作：
OH, REALLY?!辛苦一天回到家感到和BABY相
處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然而，如果一個女性在產後太快回到工作崗
位，對她自身及寶寶的健康也會有所傷害。她會
沒有太多的時間跟寶寶在一起，加重她的產後抑
鬱情況，對她的餵奶也會帶來很多不方便，寶寶
吃不好奶會對日後身體發育造成很大不良影響。
三、更多女性為此放棄工作機會

根據研究顯示，很多女性因為拿不到帶薪產

假，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就此辭掉工作，
從而失去一部分家庭收入。根據 2014
年紐約時代週刊對部分 25 歲到 54 歲
的不工作者的採訪，61%的女性表示她
們放棄的工作的原因主要出於家庭責
任。
四、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FMLA）並沒
有幫助到很多人

事實上，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只照
顧了59%的美國員工。因為這個法案例
出的12周無薪保職產假只針對每年為
50人及以上的中大型公司工作1250小
時的女性。而大約五分之二的女性都
不符合這個條件。

而且根據勞工部的數據，很多人即
便符合條件，也不願意休這樣的產假。
五、現有的產假政策也加劇了貧富差
距因為產假只是部分私有公司作為員
工福利提供的，與政府無關，所以很多
低收入者就直接被排除在外了。這就
讓照顧小孩，陪伴他們成長成為了一
件奢侈的事。即便是家庭醫療和休假
法案提供的無薪產假，也有40%的人無
法享用。
六、產假政策需要包含更多情況

目前已有78個國家提供帶薪產假
的政策，但即便如此，很多國家政策的
受眾者卻不包含領養父母。同時，彭博
商業週刊發現，對部分男性也提供產
假可以大大增加年輕女性的受雇率。

在加州，就有26%的男性休產假。
七、良好的帶薪產假政策可以給家庭和公司帶來
諸多好處：

首先，帶薪休假有利公司商業環境。根據
2011年加州中心經濟政策研究報告顯示，在加州
實行帶薪產假後，有91%的商業人士都表示這對
盈利有積極的作用。經濟學家們發現，當公司提
供帶薪產假後，員工會選擇休假，而不是直接辭
掉工作，這對公司的整個商業環境是有利的。
媽媽們安心度過帶薪產假，將大大有利於嬰兒的
早期培育和身心健康，並讓女性有時間為產後重
新上崗做好準備。
八、美國科技巨頭們都有很好的產假政策

自從2007年，谷歌公司將帶薪產假從12周
延長到了18周，新手媽媽們辭工的情況減少了
一半。谷歌表示，他們現在同樣也提供12周的陪
產假給爸爸們。

一些別的報告顯示，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也
提供帶薪產假。比如臉書（Facebook)，它提供給每
個爸爸媽媽相同的假期，並給予 4000 美金的紅
利給孩子。
九、很多公司正在慢慢努力的將產假政策越調越
好

在關於帶薪休假政策不停的爭論中，很多公
司都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力圖達到一個平衡。
通信大亨Vodafone公司在今年3月宣佈，它遍佈

全世界的30個子公司都提供16周的帶薪產假。
而且，女性在產假後的6個月中，每週只用工作
30個小時，就可以拿到全職工資。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公司沒有帶薪產假的政
策，但國家正在向著對的方向一步步努力。希望
不久的將來，美國每個城市都將帶薪休假寫進法
律裡。

2015 年 Working Mom 雜誌評選出了前 100
名對職場媽媽待遇最好的公司。走進美國編輯為
您列出排名的前10家公司以供參考：
Abbott
Deloitte
Ernst & Young LLP
General Mills
IBM
KPMG
McKinsey
PwC
WellStar Health System
Zoetis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中國的產假政策吧，應
該還蠻令中國媽媽們欣慰吧：
中國呢？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規定，
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不得在女職工懷孕
期、產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資。而隨著新計生
法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多省產假也發生了新
變化。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530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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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是如何保證進口食物安全的？
（來源:僑報網）為美國人提供食物的設施，

不管來自國內還是國外，都需要在美國食品藥
品管理局（FDA）進行註冊。2016年1月1日全球
總註冊數為207,655家，其中超過半數，120,822
家，不在美國本土。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美國人吃了更多國外生
產的食物？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食物設施為
美國消費者提供了80%的食品。據統計，美國人
平均每人一年消耗的食物約2000磅，其中19%，
390磅，來自國外。

下面是在FDA註冊的食品設施數量最多的
幾個國家：
1.美國：86773家
2.日本：13941家
3.法國：10450家
4.意大利：10,125
5.中國：9,667
6.墨西哥：9,575
7.加拿大：6,690
8.西班牙：4,688
9.韓國：3921
10.印度：3455

不過，有跡象表明，國外食物設施的數量呈
增長趨勢。那麽，FDA如何保證從國外進口食品

的安全呢？

必需註冊登記
根據FDA網站的信息，國內和外國制造、加

工、包裝或儲存供在美國的人或動物消費的食
品的設施，必須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進行
註冊登記。不過，註冊登記或更新信息均不收費
。

FDA表示，這一手段就是為了保證食品的
安全。它說食品設施註冊登記將有助於判斷潛
在的生物恐怖事故或食源性疾病爆發的地點和
根源以及快速通知可能受影響的設施。

哪些食物需要註冊
>膳食補充劑和添加劑
>嬰兒配方
>飲料 (包括酒精飲料和瓶裝水)
>水果和蔬菜
>魚和海鮮
>乳制品和帶殼的蛋
>用作食品或食品成分的生農產品
>罐裝和冷凍食品
>烘烤物品、點心和糖果 (包括口香糖)

>活的食用動物
>動物飼料和寵物
食品

不註冊後果嚴重
聯邦政府可以對觸
犯禁令的人提出民
事訴訟，或向聯邦法
院提出民事訴訟，起
訴觸犯禁令的負責
人，或兩種做法均采
取。
如果外國設施被要
求註冊登記而未曾
這樣做，從該設施進
口美國的食品就將
被拒絕。食品將被存

放在進口港，除非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或海
關和邊防局 (CBP)指示存放在其他地方。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計劃將就拒絕或扣
押進口食品頒布執行指南。此指導性文件將向
公眾發表，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將在《聯邦登
記》中出版有關其何時生效的通知。

FDA的黑名單
為確保每個美國人對食品安全的知情權，

FDA隨時公布有問題而被召回的食物名單。除
此之外，FDA還公布每月“進口貨物拒絕報告”
（Import Refusal Report），列出哪些國家進口到
美國的產品被拒絕入關，並列出理由。

比如“標簽未顯示產品中全部主要的食品
過敏原”（The label fails to declare all major food
allergens present in the product）。

比如“含化學殺蟲劑”（It contains a pesticide
chemical）。

比如“貨物看來含汙穢的、腐爛的、分解的
或其他不適合於食物的物質”（The article ap-
pears to consist in whole or in part of a filthy, pu-
trid, or decomposed substance or be otherwise
unfit for food）。

比如，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食品看來含
有食品添加劑，即三聚氰胺”（The article appears
to bear or contain a food additive, namely
melamine and/or a melamine analog）。

中國食品在美國
進口食品的大量增加，既豐富了美國人桌

上的菜肴，也大大方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采購自己家鄉的食品。比方移居美國的華人，無
論是住在西岸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還是
住在東岸的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特區，也無論
是住在北邊的底特律、芝加哥，還是住在中部、
南部的亞特蘭大、休斯頓、新奧爾良等，都可以
很方便的在華裔開設的超級市場買到各種中國
食品。

根據法律規定，在美國銷售的食品，無論是
進口的還是國產的，都采用同一標準，除了必須

符合安全、衛生
要求外，還必須
有適當的標記。
食品暨藥物管
理局負責絕大
部分食品的檢
驗，農業部也負
責部分肉類食
品的檢驗。
需要指出的是

，食品暨藥物管
理局雖然負有
監管食品安全
的重責，但卻沒
有批準、認證、
許可外國食品
進口的權力。貨

主將食品進口到美國時，無需獲得FDA事先批
準，只有在檢驗出進口食品不符合美國安全標
準時，FDA才有權扣留該食品，不許其在美國銷
售。

由於進口食品增長很快，FDA只能采取抽
查的方法，有點類似海關檢查旅客的方式，因此
，大部分進口食品沒有經過檢驗。據《華盛頓郵
報》報道，只有大約 2%的進口食品經過食品暨
藥物管理局的檢驗，這對美國的食品安全構成
了巨大的挑戰。

狗糧引發的調查
據參考消息報道，兩年前發生在美國的導

致1000多條狗吃了中國制造的零食肉條後死亡
的事件目前還未有定論。

美國政府對有毒寵物食品問題的調查在繼
續進行，有關部門宣布要增加檢查品種，其中有
些品種屬於人類食品。美國食品安全專家要求
政府強化國內食品檢查制度，以應付食品全球
化所帶來的風險。

FDA宣布，要擴大食品添加劑的檢查範圍，
其中包括寵物食品和牲畜食品加工過程中使用
的6種成份，以及人類食品中包含的添加劑。

這6種成份包括谷朊粉、大豆蛋白、大米麩
質、谷蛋白、玉米谷朊等。這些原料也是很多人
類食品中經常使用的，如面包、比薩餅、嬰兒奶
粉等。

佩特科寵物用品公司與寵物用品大賣場這
兩大寵物用品公司都說將逐漸淘汰中國制造的
寵物食品，因為消費者對其成分是否安全感到
不安。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獸醫中心副主任特蕾
西·弗爾塔對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說，自
2007年以來，美國已知有5600多條狗因為吃了
中國進口的肉條而患病。

弗爾塔說：“盡管開展了深入的科學調查，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至今還是沒能查明這些狗患
病或死亡的具體原因。”

她說，患病的狗有 60%出現腸胃問題，30%
出現腎或泌尿問題，包括一種稱作範可尼綜合
征的罕見疾病。

報道稱，對中國造寵物食品的擔憂可以追
溯到2007年，某些品牌的寵物食品中發現通常
用來制造塑料的三聚氰胺，這導致商家全面召
回相應商品。

非營利機構“食品和飲用水觀察”的帕蒂·
洛韋拉說，在中國，三聚氰胺被有意添加到食品
中，以提高氮的含量，從而通過檢測。

報道稱，現在面臨的更大問題是，要不要標
記從中國進口的人用食品。周二的國會聽證會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的副主席謝羅
德·布朗說：“美國人希望並要求得到更好的回
答、更明確的標識，能放心地知道從中國進口的
食品是安全的。”他敦促北京對其食品安全體系
作出“明顯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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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CNN）CNN報道，很多人
指出，特朗普與桑德斯的掘起反映出
美國民眾的一種憤懣心態。

在各種調查中，美國民眾普遍認
為美國經濟是困擾他們的最大問題。
他們相信中產階級正在消亡，貿易剝
奪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他們的子女
未來堪憂。

他們這些想法背後都在證據支持
。

一家便利店店主David Workman
表示，“美國勞動者落在了後面，很多
人正在失去中產階級地位。”Work-
man 今年 70 歲，是註冊共和黨人，但
他表示將把選票投給民主黨的桑德斯
，如果桑德斯在 11 月失勢，他將投票
給特朗普。

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沒有上過大
學的白人，通常年薪低於5萬美元。桑
德斯在白人中也很受歡迎，尤其是中
產階級的白人。

讓美國人憤怒的原因主要包括以
下四個方面：

1．美國家庭收入在過去20年
裏零增長

80%以上的美國人稱他們對美國
經濟感到擔憂，而實際上美國經濟仍

在增長，而失業率也處於很低的水平。
這是怎麼回事？

如果妳知道美國家庭收入在這些
年裏的變化趨勢，妳就恍然大悟了。在
上一世紀90年代，美國家庭收入穩步
提高。911 事件後，收入略有減少，互
聯網泡沫破裂後，美國家庭收入開始
加速下滑。

現在美國家庭的收入幾乎與 20
年前一模一樣（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
，這便讓一些家庭難以為繼，尤其是那
些負債家庭。

2．沒接受過大學教育的成年
人生活艱難

在美國，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
很倒黴。根據勞工部數據，未上過高中
的人的失業率是大學畢業生的三倍，
他們的工資也遠低於擁有學士學位的
人。

他們曾是美國制造業的脊梁，但
現在很多工作已經外包給海外或被機
器人取代了。美國當然也創造了新的
就業機會，但這些機會更適合接受了
大學教育的人。

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現在是最慘
的，很多人都不想活了。他們的自殺率
火箭式上升。

3．白人在整個就業
市場中比重越來越
小

白人過去一直對就
業前景感到樂觀。在上
世紀 50 年代，10 個白人
中有9個有工作，或積極
尋找工作。

而現在，白人面臨
著日益提高的激烈競爭
。隨越來越多的拉美裔
與女性也加入勞動大軍
，白人比重越來越少。

一些白人甚至放棄
了尋找工作。白人就業
參與率從 1954 年的 88%
穩步下滑至現在的72%。
而拉美裔就業參與率保
持在80%。黑人就業參與
率目前僅為67%，也在下
降。

然而，就目前來說，白人找工作仍
很容易。在去年底，白人失業率為
4.1%，黑人失業率為8.8%，拉美裔失業
率為6.2%。

4．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是的，沒錯，富人越來越富了，而

企業賺取的利潤也創下了新高。美國
當前的貧富差距已經處於上世紀 20
年代一樣的水平。

在2014年，頂層10%的富人拿走
了當年創造的一半的財富。

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
Emmanuel Saez收集的數據，在上世紀
90年代，頂層10%的富人拿走了全年
創造的 40%，在 80 年代，這一比例僅
僅是35%。

特朗普說，美國夢已死，美國不再
偉大。而桑德斯相信，美國經濟被富人
掌控，中產階級已經垮掉。

而實際上，美國經濟已經兩極化。
擁有大學文憑的熟練工人有機會

過更好的生活，而非熟練工人需要與
全球的勞動者競爭，很多人在全球化
面前感到絕望。

特朗普與桑德斯都在利用這種情
緒為競選造勢。

零增長！數據告訴妳
美國家庭過去20年有多失意

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成年人生活艱難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成年人生活艱難

白人在整個就業市場中的比重越來越小白人在整個就業市場中的比重越來越小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美國家庭收入在過去美國家庭收入在過去2020年零增長年零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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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與西方同事愉快相處的秘訣是什麼？

（來源:界面新聞）當妳與外國同事發生沖突
時，妳們之間很可能分不出誰對誰錯。

管理學學者和人力資源專家普遍認為，中
西文化沖突帶來的管理方式差異是外國高管在
中國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

德勤亞太及中國區人力資本咨詢服務領導
合夥人王大威（Jungle Wong）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他發現中西企業管理文化的差異主要存在於
思維方式、決策方式和溝通方式上。

哈 佛 商 學 院 商 業 管 理 學 教 授 琳·佩 恩

（Lynn Paine）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
指出，缺乏文化適應性是外籍管理者到中國後
面臨的最大困難，“他們對中國市場上獨特的挑
戰缺乏應對之策。”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授
賽博·雷（Saibal Ray）則認為，只要掌握一些關鍵
的文化差異，外籍管理者就能在中國取得成功。
他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認識到中國
人的工作時間比西方人長很多，許多中國員工
認為自己應該全天候24小時隨時待命、會早早

地來到辦公室，並在老板下班後才回家
。

中國人勤勞刻苦是出了名的，但除
此之外，還有哪些方面讓外國人感受到
了文化沖擊（cultural shock）呢？

王大威（Jungle Wong）發現中西企
業管理文化的各種差異都體現在了以
下3點。

第一是思維方式。“中國人的思維
比較迂回婉轉，比較註重對方的感覺，
會考慮’我這麼說對方是怎麼想的’，而
且他們更註重結果是否和諧，是否’妳
過得去，我過得去’。”王大威說，“中國
人喜歡從宏觀的角度談事情，西方人和
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思維比較直截了當，
更喜歡從微觀的角度談問題。”

王大威認為，這就是為什麼西方人
在和中國人商務洽談的時候總覺得中
國人沒有說到點子上。“中國人不是談
不到點子上，而是覺得要先把大道理講
完，再去談具體問題。”

第二是決策方式。中國企業中決策
者往往沒有一錘定音的權利，很多決策
仍然需要企業最高領導者做決斷，而在
西方企業文化中，決策者要對自己的決
定負全部的責任，當某項決策超出自己
的權限時再向上申報。

第三是溝通方式。中國人含蓄，註
重講話的環境和表情、動作等非語言線
索，喜歡點到為止；西方人開門見山，喜
歡在談話中擺出數字和事實。

王大威發現，他在和西方同事溝通
如何完成一個項目時往往會進行充分
討論，討論之後就立即按照討論出來的
方案執行下去。然而在和中國同事共事
時，討論比較少，往往只有一兩個人發
聲拍板，但到了執行過程反而會出現特
別多的討論，一些問題要到執行過程中
才去解決。

美 國 金 融 專 家 CT·強 森（CT
Johnson）於 2012 年離開愛立信成為華
為財務總監。他告訴Wall Street Journal，
自己正在努力適應中國人“含蓄”的溝
通方式。

在他來到華為最初做的一個項目
中，他提出了一種新的撰寫財務報告的
方法，然而他當時沒有意識到同事的

“提問”不是共同探討如何改進，他們只會“反對
”。“在西方公司，我期待我的下屬以直接且尊重
的態度質疑我。然而在華為以及大多數中國公
司，質疑就等同於一味地反駁。”那個項目之後
還是夭折了。

不過國內企業也開始出現令人欣慰的趨勢
，王大威觀察到，中國企業管理文化正在發生改
變。

這其中有新一代年輕員工和企業家的思維
方式轉變的原因。在德勤領導力調研中，王大威

發現80後、90後員工更加自由獨立、重視自我，
有更強的意願去挑戰權威。“他們更願意表達自
己的意見，也更願意以自己的想法去影響領導
做決策。”另外，老一代中國企業家逐漸讓位於
第二代、第三代企業家，他們當中很多人接受過
西方教育，明白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企業文化
轉變的重要性。

其中更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許多中國企
業正在向全球擴張業務並在此過程中雇傭更多
外籍員工高管：前谷歌Android產品管理副總裁
雨果·巴拉（Hugo Barra）於 2013 年 10 月出任小
米副總裁，前 Google Play 戰略分析師傑·曼尼
（Jai Mani）於2014年10月出任小米首席產品經
理，領導印度產品團隊；截至2013年，華為15萬
員工中約25%為外籍員工；阿裏巴巴把雲服務中
心開到美國後挖掘亞馬遜、微軟、Facebook等知
名公司的雇員，在美國已組建起300人左右的團
隊。

“20多年前都是外資企業談（在中國的）本
地化。現在倒過來了，中國企業跑出去，對本地
化的要求是在當地的同事有多少中高層管理人
員能夠以當地人員為主。”王大威說。他認為，中
國企業的本地化可能比外資企業來到中國的本
地化發展速度更快。

王大威指出，為了盡可能減少企業內部的
文化沖擊，中國企業正在利用海外華人人數眾
多的優勢招聘文化背景相近的華人海外員工。
Facebook的第一位中國員工趙海平於2015年加
入阿裏巴巴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然而文化沖突的問題不可避免。特別是當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需要在渠道、資源上與海外
企業展開深度合作時，企業管理文化的整合就
至關重要。王大威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了解當
地的文化，並將有適應性的中國企業文化帶去
當地，與之融合成一種新的文化，反而會帶來最
大價值。這需要尊重、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與
價值觀。

佩恩教授建議外籍高管在中國建立一種以
人為本的工作環境：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公司不僅是工作的地
方，也是一個社區，他們希望自己的老板不僅僅
只是一個派遣任務的人或一位高高在上的管理
者。聰明的管理者會以更人性化的方式接觸員
工，對員工需求做出更積極的反饋。……對員工
的家庭和個人生活表現出興趣在外國人看來也
許是侵犯隱私，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表
達尊重、做一個好老板的一部分。”

王大威則建議外派的中國員工/高管也要
積極開拓與當地員工/高管理解交流的機會，比
如一起聚會、吃飯、組織活動。

“我覺得人還是人，人都是重感情的，註重
彼此的熟悉程度。文化的融合不在於用什麼很
機械的方式讓他去學習和改變，而是花時間與
人交往，發展關系。只憑制度、激勵、講課，是沒
辦法的。這一點其實和在中國沒什麼不一樣的，
只不過手法上有所不同。從戰術上來講完全是
一致的。”王大威對界面新聞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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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中產階級,妳了解嗎？
（來源:爾灣華人網）近來看見很多文章探討

國內中產階級的標準和生活，比如有以家庭年
收入達8萬以上的劃分標準，也有以有房有車為
要求，也有進一步指出應該以有房有車無貸款
為前提，甚至還有人提出具體的生活標準，比如
某所謂成功男士覺得中產的標準是吃飯上哪家
餐廳、飲料得是咖啡、衣服手表得是什麼牌子。

這個標準筆者認為有點荒唐，穿衣吃飯個
人有個人的喜好，有千萬富翁喜愛粗茶淡飯的，
也有工薪階層節衣縮食買名牌包的;這樣的標準
同時反映我們社會現在過度追求物質、急於用
名牌來證明自己成功或幸福浮躁心情。

中產階級的提法來自西方，在美國，最早對
中產階級做出學術界定並分類是在1951年，但
是不同的學者對中產階級的界定有不同的標準
，根據這些標準，美國有25%—66%的人口可以
劃分為中產階級。後來的學者還對中產階級群
體進行了細分，比如上層中產階級和下層中產
階級。雖然各個學者對中產階級劃分有不同的
標準，但是相同的是他們都是根據家庭年收入、
從事的職業、教育程度來劃分的。受過大學教育
是中產階級的最基本的一個條件。

這只是對中產階級劃分的一個學術標準，
可以說到現在美國也沒有一個確定的唯一的標
準，比如在去年的減稅大戰中，民主黨人認為20
萬美金以下的為中產，共和黨人認為則認為低
於$131,450的才為中產。也有將25萬以下劃分
為中產階級(其中15萬以上為上層中產)，25萬以
上為富人(約占人口的5%)，40萬以上為超級富
人的(占人口的1%)。

美國的中層階級占到一半或者65%(根據不
同的劃分標準)，因此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力軍，
也是消費的最大群體，進而他們生活是否穩定
對社會是否穩定起到很關鍵的作用—美國的中
低收入者例如工人階層、窮人群體在稅收、福利
方面都得到政府的救濟和幫助。

至於中產階級的生活似乎也有一定的標準
，一棟房子，一到兩部車，甚至一兩只寵物是美
國中產階級生活最生動的描述。不過車在美國
並不是有權、有錢人士的專屬，而只是必備的生
活工具，因為在美國除了大城市外，並沒有我們
國內品種齊全的交通工具，而且美國人大都喜
住郊區，因此擁有車輛是生活必需品。

美國房價遠比國內便宜(房價和當地居民收
入比)。美國中等大小房屋(獨立式房屋)全國平均
價位18萬的樣子，居民年家庭收入去年為5.9萬
，因此置房的壓力沒有國內大。但是美國絕大多
數人都只有一套房子，我想原因一是因為美國
炒房成本太高：地產稅每年交，一般為房屋價格
的1.5%-5%，各個州各個郡規定不同;其二是美
國再好的單位，包括政府機構都不會為員工分
配住房，像國內好的國有壟斷單位及政府機關
工作人員可以享受福利分房或者低於市場價購
房然後出售獲得巨額盈利自己再購房的現象不
存在。

除了超級富豪，美國人買房都會貸款，包括

美國現在的總統和副總統，
除了他們習慣今天花明天
的錢以外，還因為貸款的利
息可以減稅，而且一但國家
大的經濟環境不好，政府會
出臺一些救助屋主的政策。

和國內那些富裕中產
家庭個個擁有幾套住房，熱
烈購買奢侈品不同的是，美
國的富裕中產更在意的是
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比如海
外度假、在花園裏建遊泳池
，購買船舶等。

在美國中產階級都有
還款的壓力，而且他們最擔
心的就是失業，在國內的國
有單位、機關上班一般只要
無重大道德或職業上的大
差錯，可以在一個單位混到
退休，而美國除政府外幾乎
都是私人公司，工作不努力
可以讓妳走入，銀行上班的
，出過幾次差錯的，考核老
在後面的也得走入，還有很
多理由可以解雇員工。失業
後沒有找到工作，有沒有儲
蓄繳納貸款的，幾個月後銀
行就會拍賣房子。

和國內比，美國中產階
級比較無憂的是醫療，當然
前提是得有一份工作，美國
的絕大部分公司都提供醫療保險，包括那些幾
個人的小公司，店鋪等，很多公司為兼職人員提
供全面的保險——我以前兼職時，也是醫療、牙
科、眼科、人壽險等保險全部都有。

一般的小病，得先去看自己的家庭醫生，每
次的費用大概在20美金左右，包括一些檢查，筆
者這段時間背疼，先後做了血液檢查，超聲波，
背部掃描，甚至CT等，每次檢查的費用也就是
10-20塊，有時還不付。進醫院也是絕大部分費
用由保險公司承擔，很多公司還規定了自付的
最大比例，比如我們銀行有兩種，一種保險是自
己年最大自付額度為1500美金，一種是3000美
金(都是指進醫院的手術治療等)。

在教育費用上，美國中產階級也要輕松很
多，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免費，家庭貧困或者低收
入群體孩子還能在學校享受免費早餐、午餐，甚
至有些學校還允許他們帶些回家給家人享用。
不過美國幼兒園和托兒所很貴，因此很多女性
都選擇在家裏將孩子帶到6、7歲再回到職場，移
民則通常將孩子送回自己的國家或者接父母來
幫著帶孩子。美國大學學費也很昂貴，在自己所
在的州讀大學比較便宜(學校對自己州的學生學
費有很大的優惠)，但是誇州又是名校就很貴了，
不過美國學校一般為學生設有一些顧問，為他
們設計合適的融資途徑，比如學生貸款，兼職工

作，獎學金等。
日常生活：我接觸到的家庭(常來往的)家庭

年收入大都在25-40萬美金，在美國他們也屬於
富裕家庭或者最上層的中產家庭了，但是感覺
他們的生活遠遠沒有我看到國內的那些好單位
的普通員工過的闊綽。房子大都是一套，夏天的
衣服、鞋子上一百美金她們覺得很貴，周一到五
也都自己在家煮飯，也少有每周都去美容院，或
者下班後去桑拿按摩的(不過這個在美國並不流
行，大部分人都是下班就回家)。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國的稅收和其它政
策都是典型的劫富濟貧，這些收入聽上去很高，
除掉稅金、保險(根據美國的新保險法案，從今年
起高收入者得每月的保險金有很大程度的上漲
，而中低收入者會有很大程度的減免)，一般都沒
有了，而且很重要的是美國的公司是不會為員
工“合理”避稅的，上稅的收入包括工資、獎金、
分的股票，甚至加班，可以說是妳得到的每一分
錢都得納入稅收的範圍，他們也沒有任何隱性
的收入。

他妹夫(一家保險公司在新州的CFO)拿到
10萬美金的年終獎，可是扣除了稅金、保險就只
有五萬了。我家先生的年終獎也是扣了稅和保
險也就只有一半了。我記得以前在中行上班時
發的節日獎、季度獎、年終獎，從來就沒有交過
稅，不知道現在是否有所改變?

所以綜合來講，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醫療、教
育費用上，不太有後顧之憂，他們不用為還沒有
將來的疾病和未來孩子的教育拼命攢錢，沒有
那種因為沒有一定存款而心裏恐慌的感覺。他
們也沒有撫養老人的負擔，雖然美國的養老體
系和西歐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絕大多數老
人都有自己的社會保險金，老人醫療保險等，而
且美國的老人很多70多歲還照樣工作，子女在
父母遇到困難還是會給與經濟上的幫之，但

是整體講，美國大多數人並沒有贍養老人
的負擔。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們又沒有我們想象
的那麼富有和闊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還挺節
約的(僅指大多數人而言)——他們用折扣券，衣
飾包類不追求名牌，也不會天天去餐廳吃飯，去
餐廳吃飯點菜也沒有點上一大桌的豪爽和氣派
，更不去高檔場所按摩桑拿。他們最典型的生活
是下班回家和家人呆在一起，分擔家務，陪伴孩
子，發展自己工作外的愛好，周末出去吃飯、去
教堂、也去看電影，打球，夏天在自己的花園裏
BBQ，休假時帶上全家去沙灘度假，條件好的出
國旅遊。除了孩子小時而那時雙方都上班要雇
請保姆外，其它時候美國中產階級都很少會請
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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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故意赖在他身上撒娇，“你

说我好看吗？”他清了清嗓了，干

咳了一小会儿说，“你是想听实话

还是谎话，实话就是你穿上这个没

有‘婷婷’妩媚，你看你的水桶腰

和粗粗的大腿，活像一个小丑。”

我是那次上网的时候，看到一

个丁字裤专卖店，看到贴上来的实

品图案，一刹那大脑充血，让我有

点不能自抑，我简直不敢想象，现

在的社会还流行穿这个，惊讶之余

更多的是不可思议，看来我真的是

落后了。

后来，在上班的时候，我的好

友对我说，“你简直就是那老古董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穿着普普

通通的内衣，怪不得你老公对你提

不起兴趣来呢？！”我问，“那你

们都穿什么啊？”好友诡异的眨巴

着诡谲的眼睛，伏在我的耳边悄声

细语的说，“这是一个秘密，告诉

你你也不会去买，你这个传统的老

大姐。”

我这个人有个习性，那就是别

人不想告诉我的，我也不去强求，

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强求只会让对

方反感，还有可能殃祸及身。

没过几天，好友通过手机短

信说，“你快来一趟，我看中一

件内衣，两个人买的话，还有可

能打八五折呢？”听此，我赶紧

赶了过去，可是一到我才知道，

原来好友口中的“内衣”指的就

是那次我在网上看见的丁字裤。

说实话，我有些迟疑，有些举

棋不定，买的话，这样的东西我穿

上别扭不说，再说我这样的半老徐

娘还穿这个，传出去不被人笑掉大

牙才怪。但是，经不过售货员的游

说和好友的怂恿，我买了那件丁字

裤。

老公不顾我生理期把我搞得腰疼

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像烫手山

芋一样把它丢到一边的衣柜里边去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好友说，

“穿上没有啊，你老公肯定会喜欢

的发疯的。”我骂她“小狐狸精”

怎么净出这样的馊主意，我们都老

夫老妻了，孩子都已经高三，我实

在是拉不开面子。

但是放下电话，我的心就已

经开始蠢蠢欲动，我试着仔细端详

这个在女性中风靡的“丁字裤”，

不知不觉间就已经穿在了自己的身

上，然后我对着镜子仔细的看了几

遍，愈加的满意，我暗暗窃喜，钻

进了被子里等着下班的老公，准备

时刻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

晚上十一点，老公有些醉意

朦胧的推开屋门，满身的酒气熏

得我连连咳嗽，然后看到我噗嗤

一声就笑出声来，“我还以为我

碰见怪物了呢？原来是你啊！”

我故意赖在他身上撒娇，“你说

我好看吗？”他清了清嗓了，干

咳了一小会儿说，“你是想听实

话还是谎话，实话就是你穿上这

个没有‘婷婷’妩媚，你看你的

水桶腰和粗粗的大腿，活像一个

小丑。”

我还以为我的听觉出现了问

题，我让他再重复一遍，他就知趣

的噤了声，然后为自己辩解，“我

酒后说错了话，你穿上是最好看的

。”可是我的心却一点点的下沉

……我忘记了那天晚上是如何过来

的，只是记得清晨醒来，泪就淹没

了心，我到底该怎么办？

老公酒后口述：其他女人穿丁字裤比我妩媚

虽然经常听到男人在外面拈花惹草的消息，

但是却很少有男人主动跟老婆提离婚，有些人甚

至周旋于老婆和小三之间，为什么男人不愿离婚

呢?可以从6点原因来分析。

男人不愿意离婚
因为害怕财产的

分隔
随着新《婚姻法

》实施，在表面上看

来这一切对于一个男

人来说好像是那么的

有利，但真的是这样

的吗?其实在这边的

法律面前对于女人来

说也是有好处的，我

可以不要求在结婚钱

男方有车有房但是可

以彼此结婚后一起买

，这样在离婚的那天

至少你能得到的是和男人平等的，就是这样的，但

男人在面对离婚的时候就会想到离婚意味着分掉一

半的财产，现在社会家庭财富的控制权大多掌握在

男人手里，离婚则意味着对一半财产失去控制权。

孩子都是无辜的，这个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

，面对离婚，男人最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不管怎么说孩子的出生自己也是出了一份力量的

，如果离婚，孩子归谁，孩子以后要管谁叫爸爸

，这是每个男人都不愿意去面对的现实，他们想

都很难受。

男人不愿意离婚因为怕形象受损

男人的面子就好像是自己的这张脸，走到哪

里都是靠的这张脸。但一个男人离婚，不管是在

什么方面来说多多少少影响到男人形象面子，一

般成功一点的男人都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

表面上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是会给男人加

分的。

男人不愿意离婚因为欲求不满

每个人都是不满足的，男人也是一样的，但

一个男人成功后他的虚荣心就会开始作祟，很多

男人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诱惑会失去反抗的能力，

不管在什么时候来说面对温柔箱男人都是难以抵

挡的，成功的男人也可以轻易做到外面彩旗飘飘

，屋内红旗不倒。一旦离婚，则意味着对红旗失

去绝对控制权。

男人不愿意离婚因为怕生活失去依靠

不要想男人在外面是有多么的潇洒，他们生

活是多么的有滋有味，但是每个男人还是希望能

在自己疲惫一天回家的时候能有个可以放松精神

、压力的家庭，这样温馨的家庭是很多男人的依

靠，但一个男人离婚，这样的生活会离他远去，

生活上的琐事没人打理，他们回到家会很孤单，

所以男人也害怕这样的感觉。男人内心的软弱，

每个男人都是一个大男孩儿，他们比女人更渴望

母爱，男人对老婆有很强的心理依赖性。

男人不愿意离婚也因为他很长情

就算要离婚，绝大多数的男人都不会让“离

婚”这两个字在自己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他们会

给女人说这话的权利，在男人的眼里，就算要离

婚，他们也想到要保留最后一点的温存，不要把

事情做的那么的绝情。

为什么男人不愿离婚 了解男人怕离婚的6点原因

泰国一头野象竟然成为抢匪，拦

下一辆行驶中的货卡车，到后车厢寻

找刚采收的菠萝果腹。

报道称，泰国一名网友在社交

网站张贴数张在开车时经过乡间

道路拍下的照片，原来是一头公

象在泰国巴蜀省的华欣区国家公

园道路拦下一辆货卡车，以象鼻

搜寻后车厢找菠萝，

许多网友都分享这一

则有趣新闻。

根据当地国家公园

管理处表示，近期是当

地菠萝盛产季节，已经

有多起野象拦车找菠萝

吃的事件，希望用路人

特别注意。

当 地 一 家 菠 萝 批

发商表示，他曾经被

野象拦过两次，有一

次 被 吃 掉 近 100 公 斤

的菠萝，大约被留置

45 分钟，最后以加大

油门的声音才让野象

离开。

由于当地有许多乡

间道路，野象经常出没

，对路人造成危险，它们都很聪明，

只挑载运水果的货卡车，一般小客车

则不会有危险。

泰國野象變“劫匪”
專門攔下運水果貨車搶菠蘿吃 有这样一个地方，全世界一半的人

都不能到那里去。这是日本海上一个面

积只有100多公顷的小岛，虽然位于日

本西南部的偏远角落，但却被许多人视

为神圣之地。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5月24

日报道，它的名字叫做冲岛，在日本福

冈县宗像市的管辖之下。冲岛至今还保

留着一些古老的宗教禁忌，其中就包括

禁止女性上岛等，而男性上岛的许可也

受到了限制。

一些旅游网站和旅行者博客讲述了

这个神秘小岛的详细情况。该岛是日本

传统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圣地。神道教最

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多神信仰，将

自然界中的各种动植物视为神祇。为了

保证对神圣传统的绝对尊崇，岛上神社

中的神职人员就是这里仅有的居民。他

们的职责包括保护这一圣地，只允许那

些符合该岛严格条件的人士上岛。

只有男性提交的登岛申请才会被神

职人员受理，女性访客完全被拒之门外

。获得登岛许可后，男性访客在踏上这

一圣地之前，还需要先通过一个寓意净

化身心的宗教仪式。此外，上岛的男性

必须全裸身体，在离开时不允许带走冲

岛的一草一木，哪怕是海滩上的一块石

头也不行。访客也不可以对外公开上岛

见闻的任何信息，关于这一点，每一名

访客必须发誓做到。

报道称，关于禁止女性登上冲岛的

真正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一种说法称

是害怕女性月经“污染”了圣地。神道

教教徒认为血是不洁的，因此担心女性

会“污染”圣岛。另外一种说法是，冲

岛之行对女性来说过于危险。按照传统

，女人的职责是在家照看孩子，因此不

应该让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上岛。

习惯于在冲岛停留的是来往经过这

里的水手们，因为该岛正好位于日本与

韩国之间的贸易航线上。多年来，水手

们会在岛上的神社中祈求保佑船只平安

到港以及贸易往来保持繁荣，并向神明

献上供品，其中一些珍贵的供品已成为

日本的国宝级文物。近日，冲岛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提名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于

7月举行会议，决定是否将冲岛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人们不禁会问，如果成为

世界遗产，冲岛是否会废除对女性的上

岛禁令？但截至目前，宗像市当局和冲

岛上的神职人员依然坚称，一切都不会

改变。全世界的一半居民在冲岛仍将是

“不受欢迎的人”。

日本神秘小岛不允许女性踏足
男性登岛必须全裸

新娘新郎身着婚

纱和礼服，携手走入

婚姻殿堂，誓言风雨

同舟相伴一生，这样

的场景通常都发生在

教堂里。而日前在黎

巴嫩，一对新人用行

动证明，他们情比金

坚，牢固的爱情小船

绝对经得起风浪。

当地时间5月29

日，黎巴嫩新人汤米

(Tommy)和娜丁(Na-

dine)在贝鲁特北部朱尼耶湾举行了一场

惊险刺激的滑水婚礼。两人身着礼服和

婚纱，踩着滑水板，在快艇牵引下潇洒

滑行，时而分开时而牵手，其间新郎汤

米还不忘亲吻新娘的手。

据介绍，汤米和娜丁上周在塞浦路

斯登记结婚，29日在贝鲁特举行了这场

婚礼庆典。

乘風破浪！黎巴嫩新人
“水上漂”婚禮吸睛有关印度这个12亿人口国家的铁

路运输，让很多人熟悉的景象通常是是

数百人挤在车厢中，还有些人扒在车顶

上或挂在车厢两边。但现在，印度也有

“豪华”火车服务可以体验了。

据法新社5月26日报道，一条连接

孟买和果阿两座城市的豪华高铁线路日

前已经开通，这种列车内设电视娱乐系

统、WiFi等设施。报道说，印度的火

车一直由于其简陋破旧而声名狼藉，因

此政府希望通过一列全新的“豪华”火

车一改其形象。

当然，报道指出，这和配备米其林

星级厨师、结实的柏木浴缸和带有壁炉

的舒适雅室的“日式”豪华列车还有很

大差别。但是以印度标准来说，这列配

有Wi-Fi、闭路电视系统、游戏娱乐的

新火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乘客

还可以通过呼叫按钮召唤乘务员。

阿达什•帕塞卡周一乘坐了新火车

的首次运行，他说：“这就像在飞机上

一样。”

不像普通列车，豪华火车在月台停

靠时不会有无处不在的茶叶贩和咖喱饺

贩通过开着的窗户向饥饿的乘客兜售小

吃。豪华火车上窗户紧闭，配有自动贩

卖机。乘务员也会推着餐车穿过开着空

调的车厢过道，向旅客提供食物。

车门是自动集中控制的，不由人工

操纵。每一节车厢都有监控摄像。这列

火车在孟买和旅游城市果阿之间运行。

作为印度第一列多数人能负担起的豪华

火车，其票价由铁路局官员所定。

据报道，二等座的票价大约是1190

卢比(折合人民币126元)，一等座票价

不高于2590卢比(折合人民币274元)。

这比同线路的普通火车票价高出20%，

还取决于你何时购票，但是一定比飞机

平均票价便宜。

“光辉特快”全程行驶8个半小时

抵达果阿，只比普通列车快一点点。根

据设计，其车速可以到200公里/时，但

是在运行过程中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一速

度。

该列车预计一周运行五次。而在印

度长达四个月的雨季期间，它将减少到

一周运行三次。

如果这列豪华火车受人们欢迎，铁

路局官员计划将其拓展到其他路线，可

能从古吉拉特邦临近的艾哈迈达巴德开

始。

该豪华列车在22日首次运行，当

地人对其反响不错——虽然外国游客想

要体验传统的印度火车，不会选择它。

一名乘客说：“我认为‘光辉特快’很

好，是一个创新的想法，我一定会推荐

给家人朋友们的。”

印度全新豪華列車首次投入運行
配備空調和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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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合作共赢合作共赢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99年巨变年巨变——

中希合中希合作擦亮作擦亮““海丝海丝””明珠明珠
严 冰 田佩雯 罗楚江

图为比雷埃夫斯港的渡轮码头图为比雷埃夫斯港的渡轮码头。。
帕诺斯帕诺斯··托马达基斯托马达基斯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无论怎样寻找，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港口
像比雷埃夫斯港这样让我心醉神迷……”这段
深情的表白来自希腊家喻户晓的民谣《比雷埃
夫斯的孩子》，孩子们唱着这首民谣在比雷埃
夫斯港嬉戏，在比雷埃夫斯这座美丽的城市长
大。

位于地中海之滨的比雷埃夫斯港 （简称
比港） 是希腊最大的港口，也是“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一颗明珠。希腊总理
齐普拉斯多次表示，希方愿同中方共同努
力，将比港项目发展好，愿意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和中欧合
作。

2008 年 10 月 30 日，原中远集团所属中远
太平洋（现名为“中远海运港口”）以 4.98亿欧
元中标，从比雷埃夫斯港务局获得比雷埃夫斯
港2号、3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如今，
作为希腊的第一大港口、地中海第二大港口，比
港吞吐量增长近3倍，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从
并购之初的第93位大幅提升至2016年底的第
38位，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
一。经过中远海运在希腊的深耕经营，比港正在
成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枢纽港，焕发出勃勃
生机。

中国实力让繁荣重现

中标比港特许经营权后，中远海运于

2009年成立了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 （PCT）。当时适逢希腊爆发经济危机，希
腊各大行业均受到较大冲击，比港也未能幸
免。

时任 PCT总经理傅承求回忆，当时，比
港亏损1300万欧元，客户几乎流失殆尽；原
有设备缺乏保养，部分几近瘫痪；大门被工
会围堵，工人不能正常上班；船舶压港严
重，生产陷于停顿，经营管理举步维艰。

危机中，比港中外员工积极应对不利局
面，使码头很快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积极拓展
市场，提升服务水平，降低生产成本。通过
实施国际船舶与码头安全费项目和采用进口
重箱自动称重系统，比港在每年获得 370 万
欧元净收入的同时，单箱外包成本从 36.6 欧
元降到15欧元以下，成本明显降低。客户数
量也稳步增加，稳定挂靠干线，辐射到远
东、西北欧等地。到 2012 年 5 月底，比港已
彻底扭亏。

据了解，比港于2011年、2012年连续两年
夺得了全球前100大集装箱港口的吞吐量增长
率冠军，并在2013年夺得了该排行榜的第十名，
之后两年稳定增长，2016年再次实现了两位数
的增长率。

中国管理让双方共赢

在对比港的投资过程中，中远海运在一些

重大问题上积极作为，在为企业争取到了更多
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和就业，实现中
希双方共赢。

面对比港管理局等竞争对手，PCT 不搞
“赢者通吃”，而是将部分业务分享给竞争对
手，使他们也能够维持稳定增长的生产。在
选择供应商时，PCT秉承的原则是：在同等
条件下，以“希腊制造”和“中国制造”为
优先考虑对象。通过公平竞争，PCT选择了
希腊的港口建设公司来建设 2 号码头的改造
工程和 3 号码头的全部工程，工程造价超过
1.5亿欧元。

在中希两国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如今的比
雷埃夫斯港已经成为希腊经济发展的一大亮
点。截至目前，中远海运在希腊的发展改善了
比港的基础设施条件，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
过2600个，增加了希腊的财税收入，带动当地
经济的发展。

“事实证明，我们不仅能把当地码头经营
好，而且还能围绕码头把更多业务吸引过来发
展，给希腊经济和就业带来更多机会。”傅承求
表示。

中国温暖播撒地中海岸

中远海运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认识到，
当地管理者和员工最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
风土人情和市场信息，只有充分信任、支持

他们，企业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PCT的商务经理塔索斯·瓦姆瓦基德斯说，

曾经比港周围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员工只能
自带午饭，很不方便，PCT管理层便决定由公司
提供免费午餐；每逢圣诞节，公司都邀请14岁以
下的员工子女和他们的家长来公司相聚，还贴
心地给每个孩子准备圣诞礼品。“我们有部分希
腊员工不喜欢储蓄，在工资发放前常因为临时
原因导致资金周转困难。PCT管理层针对性建
立了相关制度，让他们可以提前预支部分工
资。”塔索斯表示。

如今，在雅典的大街小巷，希腊人见到
东方面孔常会问：“China？COSCO？（你是
来自中国，来自中远海运吗？） ”中远海运获
得了希腊人民的认可和欢迎。“我很骄傲能够
成为中远海运大家庭中的一员。”塔索斯说。

在“一带一路”绘制的蓝图中，比港项
目建设正在成为中希战略合作的典范，它将
为希腊人民创造新的福祉和希望，在中希文
明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

据新华社“向阳红09”船5
月 30 日电 （记者刘诗平）“蛟
龙”号载人潜水器 30日继续在世
界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下潜，
最大潜深 6699 米，获取到岩石、
沉积物、生物和近底海水样品，
近距离拍摄到两条狮子鱼在深渊
海底的游弋影像。

■ 获取多个样品和影像

这是“蛟龙”号今年在马里
亚纳海沟的第 4 次下潜，也是中
国大洋 38 航次第三航段的第 4
潜。当地时间 7 时 03 分 （北京时
间 9时 03分） 开始下潜，10时 21
分抵达预定深度，13 时 31 分返
航，16时40分抵达海面，海底作

业时间达3小时10分钟。
本次下潜获取了基岩蚀变岩

石样品 9 块，近底海水 16 升，沉
积物样品8管，生物样品海参2只
和海绵 1 只；完成了环境参数测
量；新发现一处海底麻坑，观察
到海底基岩蚀变强烈。同时，拍
摄到 2 条狮子鱼在深渊海底游弋
影像。

■ 有助深渊鱼类起源研究

本潜次主驾驶傅文韬说，“蛟
龙”号 2012年在马里亚纳海沟海
试时，曾看到静态狮子鱼，今天
则近距离观察到了狮子鱼在深渊
海底的游动，“游起来两个张开的
鳍像飞翔中的鸟儿的翅膀，动作

优美”。
“狮子鱼是深渊特征的生物

物种，它们通常生活在 6000米至
8000 多米的深渊区。中国科学院
深渊科考队曾在马里亚纳海沟和
雅浦海沟通过深渊着陆器获取过
7000 多米海底的多个狮子鱼样
本。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深
渊鱼类的起源、演化及环境适应
机制。”本航段首席科学家彭晓
彤说。

●“蛟龙”马里亚纳海沟6699米处抓拍

狮子鱼这么游！

▶ 5月 27日，女科
学家张维佳和女潜航
学员赵晟娅在执行中
国大洋 38 航次第三航
段第 3 潜任务时，最
大潜深达6544米。

图为张维佳和赵
晟 娅 深 潜 归 来 接 受

“洗礼”。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 5月23日，“蛟龙”号在马里
亚 纳 海 沟 获 取 岩 石 样 品 。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摄

图为 5月 30日，“蛟龙”号载
人潜水器拍摄的狮子鱼在马里亚
纳海沟游弋的画面。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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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生態藝術展 77萬塊樂高積木
拼出動物世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樂高積木是許多人的童年回憶，
對於樂高迷來說，隨手利用樂高
積木來拼成喜歡的東西不稀奇，
但如果整座動物園裡充滿生動活
潑的樂高動物，那可讓人為之瘋
狂。今年夏天，由可口可樂公司
在休士頓動物園(Houston Zoo)舉
辦的 「生態藝術樂高積木活動」
(Nature Connects： Art with
LEGO Bricks)展出至 9月 4日，
遊客可在園區欣賞各式各樣的樂
高動物，充滿童趣。

該展覽活動自5月27日國殤
日周末起開展，一路進行至9月
4日。這項樂高藝術展動用超過
77萬積木，打造有趣且活靈活現
的動物世界，來自熱帶雨林、印
度洋、亞馬遜河、潮間帶等12種
以上生物，遊客沿途可觀賞蜂鳥
、渡渡鳥(Dodo bird)、雪豹、變

色龍、犀牛、美洲鶴、
珊瑚礁、帝王蝶、海龜
、斑馬，甚至北極熊母
親和寶寶都維妙維肖，
全手工打造，耗費6500
小時完工，做工細緻讓
人嘆為觀止。

根據主辦單位表示
，樂高是許多人的最愛
，利用樂高搭建這大型
的動物生態環境，主要是希望帶
給遊客簡單了解認識自然生態裡
各種生物如何交流互動，遊客在
欣賞之餘，可以將這些樂高動物
與真實世界動物作對比，了解自
然界生物關係。這樣一來，宣導
動物保護的正確觀念，大家都能
愛護自然環境。這項展覽也為原
本就闔家歡的動物園更添繽紛色
彩和和樂融融的氛圍。

根據園方表示，觀賞這個樂

高展最好的方式就是購買全天門
票(All-day pass)，成人19.95元
，除有動物園門票、樂高展和環
境保護手環，兒童票價一樣，但
多一項可無限制搭乘Texas Di-
rect Auto Wildlife Carousel 旋轉
木馬。展覽自上午9時開放至晚
間6時30分，歡迎全家大小一同
參與，老少咸宜且具有教育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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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ITC、美南麥當
勞教育展和春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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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持續為讀
者天天更新動態。

另外， 「今日美南」 微信公眾號也開通，眾
多即時新聞每天推送，觀眾可掃描 「今日美南」
二微碼，關注微信公眾號更方便快速，美南國際
電視和微信也會每星期定期舉辦抽獎，敬請隨時
關注本台，好禮大放送。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 」 ，或輸入
「www.to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鬆

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
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疑問可電
洽281-498-4310或直接至本報社11122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詢問。

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今日美南微信號全新上線 掃二維碼最方便掃二維碼最方便

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今日美南微信公眾號。。

休士頓動物園目前正在展出樂高動物展休士頓動物園目前正在展出樂高動物展。。((本報本報
資料照片資料照片)) 可愛的雲豹可愛的雲豹。。((取自取自Houston Zoo)Houston Zoo)

海馬海底世界海馬海底世界。。((取自取自Houston Zoo)Houston Zoo)
北極熊樂高北極熊樂高。。((取自取自Houston Zoo)Houston Zoo)


	0605MON_A1_Print.pdf (p.1)
	0605MON_A2_Print.pdf (p.2)
	0605MON_A3_Print.pdf (p.3)
	0605MON_A4_Print.pdf (p.4)
	0605MON_A5_Print.pdf (p.5)
	0605MON_A6_Print.pdf (p.6)
	0605MON_A7_Print.pdf (p.7)
	0605MON_A8_Print.pdf (p.8)
	0605MON_A9_Print.pdf (p.9)
	0605MON_A10_Print.pdf (p.10)
	0605MON_A11_Print.pdf (p.11)
	0605MON_A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