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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人開始出言警告美
國房地產市場潛在的風險，就在本
周，喜達屋首席執行官巴裏•史特
裏克（Barry Sternlicht）第二季度的
盈利電話會議上公開唱衰紐約的
高端地產市場，毫不客氣地稱紐約
的“百萬富豪專屬地產”即將迎來
末日時刻。

史特裏克把紐約商業地產價
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歸咎為以中國
買家為代表的亞洲資本的推動，但
他認為這並不可持續，原因是中國
政府加強了對于海外投資的管控，

這勢必會導致中資
在美國地產市場撤
資，並由此帶動紐約
高端地產價格下降。

“他們也許永遠無
法收回本金了”

史特裏克評價，就
像上次美國房地產市場
泡沫時一樣，許多購買
高級公寓的人並非向銀
行借貸，而是求助于對
沖基金和私募。後者比
銀行風格激進，追求更

高的利潤率，敢于去支持 7000美
元-10000美元一英尺的地產項目。

“有一個對沖基金甚至還接受
歐洲的房產作為抵押，向投資美國
高端房產的人提供了價值達10億
美元的貸款。我倒是很想知道，他
們究竟是怎麼收取費用的。

也許他們對房貸的高收益率
很感興趣，但他們遲早會發現自己
做了個愚蠢的生意。——他們也許
永遠無法收回本金了……”

該報道稱，在史特裏克看來，海外
資本的離場，已經讓許多人對于紐約的

房地產市場感到憂心忡忡。
他提到，紐約的商業地產價格之所

以高得離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外資
，尤其是亞洲資本的推動。

“近年來，中國商人成了曼哈
頓商業地產的最大買家，常常用較
高的溢價收購酒店和大樓，刺激曼
哈頓樓市不斷上漲。但現在中國政
府頒布了新的政策，認為海外地產
投資應該受到嚴格監控。”他由此
推測，高端地產價格下降是遲早的
事。

美國房價已超越次貸危機時
的巔峰

近期以來美國房價上漲過快，
已讓許多業內人士嗅到了風險的
氣息：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十年之
後，房價重新回歸巔峰時期水平。

根據美國房產信息網站Zillow
發布6月房地產市場報告，全美房
價總價的中位數達到20.04萬美元
（約合人民幣133.5萬元），同比上漲

7.5%。
這是美國房價中位數歷史上

首次突破20萬美元。即使在2007
年房地產泡沫高峰期，該數字最高
只達到19.66萬美元。

而美國許多城市的房價更是
遠遠高于中位數。矽谷中心的帕拉
阿圖市（Palo Alto）6月房價中位數
高達259.8萬美元；而整個紐約市
的房價中位數為42.23萬美元。

根據分析機構 MHanson.com
發布的報告，美國購買普通住宅所
需的收入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完全
背離了十年趨勢線。而二手房銷量
的增長和反彈處于歷史最弱水平，
這表明現有房屋銷售市場“供應不
足”的傳言屬於誇大了。

不少分析人士已經判斷，美國
的房地產市場已然產生了泡沫。

“我們就像是坐上了一輛即將出事
的列車。”史特裏克期待，這場泡沫
被推向更高之前早日破滅。
（取材僑報網）

中資撤出後紐約房產
將迎“末日時刻”

喜達屋CEO：

喜達屋首席執行官巴裏喜達屋首席執行官巴裏••史特裏克史特裏克（（BarryBarry
SternlichtSternlicht）。（）。（圖片來源圖片來源：：路透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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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據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
2017年美國現房銷售量將增長3.5%，可望達到564萬單；在2018
年，現房銷售量將繼續增長2.8%，有望達到580萬單，與此同時
美國平均房價預計2018年再漲3.5%。

今、明兩年美國房地產銷售將達到近十多年來的高峰。
Zillow的最新房產市場報告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近四

年來，房產銷售中家庭房產庫存以最快的速度下降。在過去
一年，美國家庭住宅價值上漲了7.4%。與一年前同月相比，全
國的購房者在5月份可選擇的住房減少了9.4%。

庫存下降並不是新出現的現象，在過去的28個月中，每
年都在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庫存已經非常低，但仍然可
能以斷崖式的速度下降。上一次市場出現這樣的下跌是在
2013年8月份，當時庫存下降了10.2%。

據美國房地產網站Realtor.com報導，NAR首席經濟師
Lawrence Yun說：“隨著美國股市創新高，自2010年以來新
增就業達到1600萬，以及消費者信心增長等因素，美國人購
房的經濟能力也獲得增長。”

報告指出，目前新建房的數量仍趕不上市場需求。預計
今年新建房銷售量將增長10.7%，可望達到62萬套，高于2016年
的56萬套。2018年，新建房銷售可能再增長8%，達到67萬套。

受庫存量暴跌影響，美國倒房炒房者數量激增，利潤加大，
促使炒房趨勢或將平民化，預計房價將受影響，到2018年再漲

3.5%。
據地產跟蹤(Realty Trac)早期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在

美國12個活躍大都市區，倒手房屋數量占市場房屋總量的比例
超過了2005年的峰值，達到11%。

與此同時，房屋倒賣者（包括個人和實體）的數量達到11萬
左右，創2007年以來最高紀錄。

地產追蹤副總裁達朗•布洛姆奎斯特(Daren Blomquist)認
為，房地產市場的信心正在回升。他說，倒手房產的小資金增多，
有可能意味著市場投機過度，但2016年不屬於這種情況，“2016
年倒手的房屋，平均買入價比預估市值低26%，重新賣出價則比
市值高5%。”

調查還顯示，2017年美國房價預計將繼續上漲5.0%，2018
年預計將上漲4.5%。其實現在美國貸款利率還處于低位之時，
貸款買期房是比較合適的。期房首付金更加少，以較少的投入，
hold住現有的房價，獲得利益最大化！

另外，儘管預計美聯儲可能繼續加息，美國房價今年可能依
然上升5%，與去年漲幅相同。美國成屋銷售量創六個月新高。(
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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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上車”？

西雅圖房價漲幅接近西雅圖房價漲幅接近1313%%，，漲幅全美最大漲幅全美最大

美國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全球投資者心中美國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全球投資者心中
重要的投資標的重要的投資標的，，在次貸危機爆發在次貸危機爆發1010年之後年之後，，
美國多個城市的房屋售價與泡沫巔峰時持平美國多個城市的房屋售價與泡沫巔峰時持平
甚至更高甚至更高。。

據海外媒體報道據海外媒體報道，，美國多個城市的美國多個城市的CaseCase
ShillerShiller房價指數已超過房價指數已超過20062006年次貸泡沫時水年次貸泡沫時水
平平，，包括亞特蘭大包括亞特蘭大、、波士頓波士頓、、達拉斯等地達拉斯等地，，其中其中，，
達拉斯達拉斯、、丹佛的房價指數已超出丹佛的房價指數已超出20062006年的年的4040%%
。。美國房地產數據平臺美國房地產數據平臺ZillowZillow發布的數據顯示發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今年55月全美平均房價為月全美平均房價為199200199200美元美元，，同比上同比上
漲漲77..44%%。。全美排名前全美排名前3535的大城市中的大城市中，，西雅圖的西雅圖的
同比漲幅最大同比漲幅最大，，房價漲幅接近房價漲幅接近1313%%，，平均房價為平均房價為
440100440100美元美元。。矽谷知名房產公司德利昂則指出矽谷知名房產公司德利昂則指出
，，自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自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矽谷房價已飆矽谷房價已飆
升到一個新高度升到一個新高度。。

在過去在過去1010年裏年裏，，美國房屋擁有率持續下降美國房屋擁有率持續下降
，，並在去年二季度降至並在去年二季度降至6262..99%%的歷史低位的歷史低位。。在那在那
之後之後，，這一指標有所反彈這一指標有所反彈，，但今年二季度但今年二季度6363..77%%
的水平也僅比歷史低點高了不到的水平也僅比歷史低點高了不到11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房價上漲房價上漲，，租房也不容易租房也不容易。。美國人口調查美國人口調查
局最新數據顯示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美國租金業主開今年二季度美國租金業主開

價中值同比上漲價中值同比上漲77..44%%至至910910美元美元，，創歷史新高創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與此同時，，美國出租房空置率則不斷上升美國出租房空置率則不斷上升，，當當
前前77..33%%的水平也是自的水平也是自20162016年一季度以來的新年一季度以來的新
高高。。出現這種情況出現這種情況，，美國財經博客美國財經博客Global MacGlobal Mac--
ro Monitorro Monitor給出這樣的解釋給出這樣的解釋：：美國住房租賃領美國住房租賃領
域經過整合之後域經過整合之後，，如今少數幾家公司以及房地如今少數幾家公司以及房地
產信托掌握著很大一部分市場產信托掌握著很大一部分市場，，這就導致樓市這就導致樓市
供應的大幅減少供應的大幅減少，，讓傳統的買賣受到影響讓傳統的買賣受到影響。。而而
在供應向少數公司集中時在供應向少數公司集中時，，這也增強了他們對這也增強了他們對
于房租的定價能力于房租的定價能力，，導致美國不少地區房租的導致美國不少地區房租的
持續飆漲持續飆漲。。

回顧回顧20012001至至20062006年年，，在過剩流動性和低在過剩流動性和低
利率刺激下利率刺激下，，催生出美國房地產大泡沫催生出美國房地產大泡沫。。20012001
年年，，美股互聯網泡沫破滅不久美股互聯網泡沫破滅不久，，美國政府為推美國政府為推
動經濟增長動經濟增長，，推動美國家庭推動美國家庭““居者有其屋居者有其屋””的計的計
劃劃。。同時同時，，美聯儲連續多次降息美聯儲連續多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聯邦基金利率
從從20012001年初的年初的66..55%%降到降到20032003年年66月的月的11%%，，在在
流動性過剩和低利率刺激下房價一路攀升流動性過剩和低利率刺激下房價一路攀升。。

在房價上漲預期的刺激下在房價上漲預期的刺激下，，加上抵押貸款加上抵押貸款
利率下降導致購房成本降低利率下降導致購房成本降低，，美國居民紛紛加美國居民紛紛加
入抵押貸款購房的行列入抵押貸款購房的行列，，20012001年至年至20062006年底年底，，

美國抵押貸美國抵押貸
款發放規模款發放規模
增 加 至增 加 至
2520025200 億 美億 美
元元，，信用級信用級
別較低的低別較低的低
收入者也成收入者也成
了房地產市了房地產市
場消費的場消費的““新寵新寵”，”，促成了次級貸款大量發放促成了次級貸款大量發放。。
出于對通脹的擔憂出于對通脹的擔憂，，美聯儲從美聯儲從20042004年年66月起連月起連
續調高聯邦基金利率續調高聯邦基金利率。。隨著貨幣政策收緊隨著貨幣政策收緊，，美美
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國房地產泡沫破裂，，更是迅速蔓延成為國際金更是迅速蔓延成為國際金
融危機融危機。。不過不過，，自自20122012年開始觸底反彈後年開始觸底反彈後，，房地房地
產市場成為此輪美國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產市場成為此輪美國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

美聯儲主席耶倫近日表示美聯儲主席耶倫近日表示，，美聯儲對金融美聯儲對金融
危機之後的金融體系做了很大修正危機之後的金融體系做了很大修正，，不能說永不能說永
遠不會有下一次危機遠不會有下一次危機，，但本輪修正令整個美國但本輪修正令整個美國
銀行系統的資本率和流動性更為充足銀行系統的資本率和流動性更為充足，，可以抵可以抵
禦更多的經濟風險禦更多的經濟風險。。與銀行業息息相關的就是與銀行業息息相關的就是
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耶倫認為美國房地產市場仍存在耶倫認為美國房地產市場仍存在
系統性風險系統性風險，，應繼續推動改革應繼續推動改革。。

雖然美聯儲已經開始加息雖然美聯儲已經開始加息，，但美國最新的但美國最新的
按揭貸款利率一直徘徊在按揭貸款利率一直徘徊在44%%以下以下。。有市場人有市場人
士表示士表示，，較低的按揭利率有助于緩解房價上漲較低的按揭利率有助于緩解房價上漲
帶來的衝擊帶來的衝擊。。其實其實，，美國房地產市場一直吸引美國房地產市場一直吸引
著全球各方資金著全球各方資金。。全美房地產經紀商協會全美房地產經紀商協會
（（NARNAR））發布的數據顯示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去年44月至今年月至今年33月月
間間，，外國人在美購房總額達到外國人在美購房總額達到15301530億美元億美元，，較較
此前一年飆升此前一年飆升4949%%，，超過超過20152015年創下的紀錄年創下的紀錄；；
交易總量達到交易總量達到284455284455套套，，較前一年增長較前一年增長3232%%。。
此外此外，，中國買家連續第中國買家連續第44年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年成為美國房地產市
場最大的海外買家場最大的海外買家，，過去一年在美購房總額達過去一年在美購房總額達
到到317317億美元億美元，，而中國買家最青睞的購房地點而中國買家最青睞的購房地點
仍是加州仍是加州。。((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網絡網絡))

美國房價或會繼續上漲美國房價或會繼續上漲
現在投資還來得及現在投資還來得及

美國多個城市房價美國多個城市房價
漲破次貸危機前高點漲破次貸危機前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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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9日，法國巴黎銀行禁止了專門從事美國抵押
貸款的對沖基金的贖回交易，標志著一場席捲全球的信貸危機
就此開始，這最終導致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在一年後
倒閉，由此也拉開了半個多世紀來影響最深遠的一場“大衰退”
的序幕。

十年過去了，美國的房地產業作為受金融危機影響最嚴重
的行業之一，已經基本走出了危機的陰影，亞特蘭大、波士頓等

地目前的房價指數已超過2006年房地產泡沫時水平。此外，美
國房屋和開工許可等數據繼續回升，也都基本回升至2008年的
水平。

出國留學租房買房平臺的北京分公司總經理吳志龍表示，
美國房價確實來到了高點，但是泡沫沒有那麼嚴重，只是很個別
的，當前在美國投資房地產行業更應該重視的風險不是放假下
跌，而是房產空置。他對遠見財訊表示，美國房產稅非常高，比如
像在德克薩斯州，一套房子房產稅大概是2%，也就是說一百萬
人民幣的房，你每年養房成本至少2萬人民幣，這還不算物業費
不算維修費。因此如果房產空置的話，這些成本需要投資者自己
承擔。

此外，除了房屋的空置成本需要重點考量以外，租售比同樣
是投資者不可忽視的重要指標。“如果租售比在四以上，房產就
可以繼續持有。”吳志龍在遠見財訊的直播節目中分析指出，如
果房產的租售比非常低，同時又有一定數量的房貸，那租金的收
益很有可能無法覆蓋月供的成本，這樣的話相當于持有一個負
資產。因此，房屋本身能夠帶來多少現金流是投資者在投資美國
房產時應該重點關注的。

在這個前提之下，吳志龍認為，如果說現在還想去買美國的

房子，避免自己資產貶值，那這樣的話一定要投資那些不會產生
空置的區域，比如學校周邊，大學周邊。要去選擇一些產業多元
化的區域，不能選擇像奧蘭多這樣的只有一個旅游業。可以選擇
像達拉斯、休斯頓、波士頓這些產業比較多元化的城市。

7月底，標普發表的觀點指出，預測新屋開工今明兩年將達
到1200萬戶和1300萬戶，過去兩年均值為1100萬戶。壓制的需
求和人口因素將在中長期支持房地產活動。新屋開工在未來10
年將達到平均每年1500萬戶，與房地產泡沫膨脹前十年的水平
一致。同期公布的美國6月房屋開工率為122萬套。地產經紀人
稱，美國需達到歷史均值的150萬套才能解決目前房地產供應
短缺的狀況。來自路透的報道也認為，新屋銷售較上年同期成長
9.1%，仍不到2005年房市泡沫高峰時水平的一半。

但是，來自美國房地產數據平臺Zillow發布的數據顯示，今
年5月全美平均房價為199,200美元，同比上漲7.4%。全美排名
前35的大城市中，西雅圖的同比漲幅最大，房價漲幅接近13%，
平均房價為440,100美元。此外，美國多個城市的case shiller房
價指數，已超過2006年次貸泡沫時水平，包括亞特蘭大、波士頓
、達拉斯等地。其中，達拉斯、丹佛的房價指數已超出2006年的
40%。(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826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到了夏天到了夏天，，每個周末都有數以每個周末都有數以
千計的汽車橫跨海灣大橋千計的汽車橫跨海灣大橋，，駛向美駛向美
國東部海岸國東部海岸。。司機們可能剛剛花費司機們可能剛剛花費
了幾百美元或是幾千美元租下海了幾百美元或是幾千美元租下海
邊的住房邊的住房。。能擁有一套自己的沙灘能擁有一套自己的沙灘
房房，，無論是自用還是出租無論是自用還是出租，，聽起來聽起來
都是十分美好都是十分美好。。

去年去年，，大多數人通過抵押貸款大多數人通過抵押貸款
來購買馬里蘭州大洋城來購買馬里蘭州大洋城（（OceanOcean
CityCity））的住房的住房。。由于幾年前的金融危由于幾年前的金融危
機機，，現在銀行在發放第二次貸款時現在銀行在發放第二次貸款時

變得更加謹慎變得更加謹慎，，經常要求貸款人預經常要求貸款人預
付付2020％至％至3030％的款項％的款項。。

資深房產中介認為資深房產中介認為，，選購海灘選購海灘
房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一棟海濱一棟海濱
前的沙灘家庭房與海灣一側看不前的沙灘家庭房與海灣一側看不
到任何風景的大開間式公寓到任何風景的大開間式公寓，，所帶所帶
來的收入差距會很大來的收入差距會很大。。

購買房屋時購買房屋時，，還要考慮到許多還要考慮到許多
其它開銷其它開銷，，包括房屋保險包括房屋保險、、公寓費公寓費、、
房產稅房產稅。。如果將房屋出租用如果將房屋出租用，，業主業主
需要有足夠的存款儲備需要有足夠的存款儲備，，以防出現以防出現

意外事故意外事故。。
要注意的是要注意的是，，抵押貸款不包含抵押貸款不包含

公寓費公寓費，，所以這將是支出的一大筆所以這將是支出的一大筆
開銷開銷，，這是共享所有權益處時需要這是共享所有權益處時需要
付出的成本付出的成本。。有些公寓會收取每個有些公寓會收取每個
月上千美元的公寓費月上千美元的公寓費，，用于保險用于保險、、
維修維修、、建游泳池建游泳池、、維護屋頂和停車維護屋頂和停車
場場。。

馬里蘭州大洋城馬里蘭州大洋城9090％的獨棟％的獨棟
房和公寓都被用于度假或出租房和公寓都被用于度假或出租。。((文文
章來源章來源：：網絡網絡))

美朝互打嘴炮美朝互打嘴炮美國房產嚇了一大跳美國房產嚇了一大跳！！

在美國選購海灘房在美國選購海灘房
還得留心高額公寓費還得留心高額公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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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在住房上花費
過多，無論是需要租房的還是自己有
房的，他們把收入的30%都花在居住
上了。

據商業內幕報道，SmartAsset收
集了三個數據點：租金占收入的百分
比，有房者在住房上的花費占收入的
百分比以及房價/收入的倍數，對全國
580個城市居民生活的負擔能力進行
了排名。這份排名顯示，美國最不實惠
的住房市場不一定是房價最高的地方
，相反的，是那些收入跟不上房價的地
方，使得當地居民生活難以負擔。

一般來講，一個家庭花在住房上
的開銷最好不要超過收入的30%。這
意味著，家庭年收入必須是每月房租
的40倍，才算承受得起。

圖一是哈佛大學此前的一項研究
成果，顯示全美各城市能夠負擔住房
的比例。

SmartAsset的研究發現，負擔能
力最差的16個城市中，有15個集中在
這三個州：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和
佛羅裏達州(圖二)。

一起隨僑報網看看這16個城市

都是哪些，這裏居民的住房負擔能力
能多差吧。

16. 聖塔安娜，加州（Santa Ana, Cali-
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38.1%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31.1%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8.0

14. (並列). 紐瓦克，新澤西州（New-
ark, New Jersey）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36.6%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40.5%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7.6

14. (並列). 布魯明頓，印第安納州
（Bloomington, Indian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42.5%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33.3%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6.4

13. 洛杉磯，加州（Los Angeles, Cali-
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35.6%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32.8%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10.4

12. 林伍德，加州（Lynwood,
Cali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
39.1%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
31.9%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7.5

11. 加登格羅夫，加州（Gar-
den Grove, Cali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
39.2%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
30.3%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8.1

10. 華利亞，佛羅裏達州（Hia-
leah, Florid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
45.5%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
41.4%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6.2

9. 威斯敏斯特，加州（West-
minster, Cali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
38.2%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
30.8%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10

8. 英格伍德，加州（Ingle-
wood, Cali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
38.1%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
34.8%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9.2

7. 埃爾蒙特，加州（El Monte,
Cali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
38.2%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
33.2%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9.9

6. 帕特森，新澤西州（Paterson, New
Jersey）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43.9%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44.3%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7.2

5. 鮑德溫公園，加州（Baldwin Park,
Cali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45.2%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34.3%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7.5

4. 戴維斯，加州（Davis, Californi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50%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30.3%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10.3

3. 霍桑，加州（Hawthorne, California
）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38.5%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33.3%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11.1

2. 邁阿密，佛羅裏達州（Miami, Flori-
da）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40.5%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41.9%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9.6

1. 帕塞伊克，新澤西州（Passaic,
New Jersey）
租房者，租金占收入的比例：50%
有房者，花費占收入的比例：53.5%
當地房價是收入的倍數：11.1
（取材僑報網）

這些城市的美國人把錢全花在住房上了這些城市的美國人把錢全花在住房上了

圖一圖一

圖二圖二

房價高收入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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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是一件可喜可賀的
事，不過在成為房主的同時，所要面
對的不僅僅是每月的房貸。

據商業內幕報道，房地產網站
Zillow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的房
主們除了要負擔每月的房貸，平均
每年還要花上9,080美元從保險到
稅收再到維護的額外費用。

事實上，Zillow在之前的報告
中就發現，近40%的首次購房者的
花銷超過其預算。為了讓購買者對
自己的承受能力有更精確的瞭解，
Zillow在今年早些時候推出了一項
全新的月度定價工具，該工具把傳
統按揭計算器所忽略的房主每月在
房屋上的花費全部考慮在內。

作為其最新報告的一部分(見
圖一)，Zillow計算了全國最大城市
地區住房的隱性成本，包括物業稅、

房屋保險、公用事業等，同時還
包括6個最受歡迎的與房屋維護
相關項目的花費：地毯清潔、庭
院工作、排水清潔、暖通空調維
修、房屋清潔和壓力清洗。

報告顯示，舊金山的房主
們要付超過 16,000 美元的額
外費用，是所有城市中最高的
。不過，這並不奇怪，因為該地
區的房屋價格和地產稅是最
高的。

下面所列出的是美國
16個最大城市房屋擁有者
需要面對的不可避免的成
本。一起隨僑報網瞭解一下
吧。另外，因為紐約情况的
特殊性，故未被Zillow考慮
在內。

聖路易斯（St. Louis）
房價中位數：$148,700
總隱藏費用：$7,787

底特律（Detroit）
房價中位數：$140,900
總隱藏費用：$8,145

鳳凰城（Phoenix）
房價中位數：$235,100
總隱藏費用：$8,366

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Min-
neapolis-St. Paul）
房價中位數：$247,100
總隱藏費用：$8,828

亞特蘭大（Atlanta）
房價中位數：$178,700
總隱藏費用：$9,383

達拉斯-沃思堡（Dallas-Fort
Worth）
房價中位數：$209,200
總隱藏費用：$9,711

休斯頓（Houston）
房價中位數：$175,800
總隱藏費用：$9,799

加州河濱市（Riverside, Cali-
fornia）
房價中位數：$326,800
總隱藏費用：$10,209

芝加哥（Chicago）
房價中位數：$210,200
總隱藏費用：$10,423

費城（Philadelphia）
房價中位數：$218,300
總隱藏費用：$10,925

華 盛 頓 特 區（Washington,
DC）
房價中位數：$383,200
總隱藏費用：$11,342

洛杉磯-長灘-阿納海姆（Los
Angeles-Long Beach-Ana-
heim）

房價中位數：$606,500
總隱藏費用：$12,556

西雅圖（Seattle）
房價中位數：$440,100
總隱藏費用：$12,924

聖地亞哥（San Diego）
房價中位數：$543,400
總隱藏費用：$13,488

波士頓（Boston）
房價中位數：$425,500
總隱藏費用：$14,377

舊金山（San Francisco）
房價中位數：$851,900
總隱藏費用：$16,290
(取材僑報網)

想
不
到

想
不
到

在美國買房 除了房貸還有這許多錢要花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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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據報道，美國教育委員會

近日匯總了全美 42 個州州長的
2017 年施政演說，並從中歸納
出各州 2017 年教育施政的幾大
優先事項。

一是中小學經費優先。中
小學教育經費一直以來都是美
國各州政府財政的主要支出項
目。32 位州長在年初的施政演
說中，紛紛將中小學教育列為
優先議題，內容包括增加中小
學經費、調整相關經費措施並
改善學校基礎設施建設。部分
州長更是強調將中小學經費聚

焦於促進教育公平、改善薄弱
學校等。

二是加強職業生涯發展與
科技教育。24 位州長都認同職
業生涯教育培訓與經濟發展有
密切關係，為了彌合工作崗位
與職業技能的落差，州政府將
增加職業生涯與科技教育的經
費、與企業合作培訓特殊專門
技術人員、開設在職進修課程
等。

三是招募優秀教師，改善
教師待遇。教師是學生學習成
就的關鍵，17 位州長將招募優

秀教師列為優先議題。由於美
國多地出現師資不足的現象，
部分州長強調 2017 年將積極改
善教師待遇，提供教師專業成
長的機會。

四是推動可負擔的高等教
育。美國高等教育的高昂學費
，使許多學生望而卻步。15 位
州長提出高質量且可負擔的高
等教育藍圖，主要措施包括控
制學費漲幅、提高獎學金、提
供免學費的社區及技術學院等
。

五是提升科技運用。科技

的運用被列為學校的重要輔助
教學手段，11 位州長在施政演
說中強調將改進教師與學生的
科技運用，包括提供高速網絡
，升級教學的科技設備等。

六是重視學生的學校選擇
權。美國新任教育部長貝齊•
德沃斯是教育選擇權的倡議者
，儘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爐，
但已有 10 位州長作出響應，主
張學生有權選擇學校，相關措
施包括擴大教育儲蓄賬戶等。

美國留學名校的申請技巧你熟知多少？
去美國留學的國內學生一般會有或多

或少的名校情結，那麼申請美國名校的話
，有什麼技巧呢？今天就來為各位進行詳
細介紹，希望能夠對你們有所幫助。
自身硬件條件是敲門磚

美國 TOP30 院校對硬件條件要求較
高，託福成績105分以上，或雅思成績7.0
以上，SAT2100分以上(舊分制)，GPA3.6
以上。如果申請碩士，還要提供GRE成
績，商科需要提供GMAT成績。

硬件條件滿足，基本可以入招生官的

法眼，當然這不是唯一錄取標準，但這是
錄 取 的 主 要 因 素 。 所 以 想 突 破 美 國
TOP30 名校，申請者在學習成績及語言
成績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準備。
背景提升是拉開競爭者距離的關鍵

美國院校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除了
考評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要考評學生的畢
業院校背景、領導力、創新能力、是否有
特長、獲得過獎項、是否有愛心、課外活
動、社會經歷等。如果申請者學習成績優
秀，但活動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沒有亮點

，由於競爭激烈，很容易被淹沒在申請
大軍中。

如果學習成績一般，可以在背景提
升方面來彌補不足，為申請加分。建議
申請者提前一年準備，多參與課外活動
。

選擇背景提升項目要與申請院校相
匹配。美國名校招生官雖然非常想看到
學生成功參加的一系列科研實習項目，
但更想看到的是學生是否具備取得成功
的能力，以及未來能夠在本研究領域內

做出什麼貢獻
。在申請過程
中，不要只告
訴招生官你有
多優秀，而要
告訴他們你的
優秀是否與他們
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
官錄取標準各有
不同
1、 哈 佛 大 學
(HarvardUniver-
sity)

招生官在幾
個不同的方面使
用代碼來給申請
人評分——學業
方面的、學業以
外的貢獻、個人
素質等，但最後
並不會將他們綜

合起來，給申請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

招生官從多個不同的方面給學生評分
一學業方面的、非學業方面的、老師推薦
、面試評價。但這種評分不會作為一種公
式來決定錄取誰、不錄取誰。這些評分僅
僅是一個記號。
3、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種評分，包括學業能力、
班級表現、標準化成績、課外活動、申請
短文、以及推薦信與面試結果的綜合考察
。
4、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

招生官對學生的評分有兩種，一種是
對學業能力的評分，主要是根據客觀的標
準打分。通常用學業指數作為這個評分，

但招生官員可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對這個分
值進行加減，以進一步區分候選人。另一
個評分是關於個人的素質，主要通過個人
性格加上課外活動、老師評語和學生作文
來綜合評定。
明確自己的定位和未來職業規劃

申請美國名校，有的院校需要通過
skype或電話面試，招生官會問及申請者
的未來規劃，在面試前最好理清思路，就
讀該專業的未來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讓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歡該專業，明確自己
的定位。
選擇院校和專業切忌盲目追風，專業選擇
關係到未來職業方向，要明確自己是否對
該專業感興趣，將來才能在該領域更好的
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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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對美國教育有何影響
在不少國人眼中，與國內教育相比，美國小學

教育“學的少，玩的多，課業很輕鬆”；美國高等
教育選拔過程“人為因素多”……然而，實際情
況是否真的如此？近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主
辦的“在美國‘發現’教育——藍帶小學和哈佛
大學故事”主題沙龍上，曾有過留美經歷的學生
、家長及教師從小學、大學兩種角度入手，解讀
不一樣的美國式教育。
招聘新校長 家長得面試
“在美國，我所在的這個學區對教育的影響非

常大。回國後，我也跟北京的一些學區教師交流
過，比較而言，我認為，北京的學區對教育影響
並不是很大。”向蓓莉，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
副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向蓓莉的女兒趙
思楠，目前就讀于北京某小學六年級，曾就讀于
美國桑塔麗塔小學。

向蓓莉介紹，在美國的公立教育體系裡，從幼
兒園到12年級都是免費義務教育。每所小學在
招生第一年，每班班額不超過30人。由於這所小
學的所有經費幾乎不是來源於政府財政撥款，
而是由家長和社區捐款。如果學校想擴大招生
規模，則需聘用更多教師、增加更多教室及資源
，這需要家長和社區的“財政支持”。向蓓莉介紹
，每個月，學校都會召開家長教師協會會議。會
議上，校長要向家委會報告學校做了什麼、需要
什麼，每次也都會有一個班的老師向大家展示
本班的學習內容。“有一次，在會議即將結束時，
家委會主席是這麼說的‘咱們這個學校的老師
手提電腦已經用了5年了，我們要考慮給老師們
換新的。”不僅如此，即使招聘新校長第一步也
要通過家長的面試。

“我也曾採訪過校長——你有
沒有感到你在老師和家長的夾縫
中？”對於向蓓莉的這個問題，校
長表示，“完全沒有”。因為在這個
學區，學校的理念跟家長的理念
高度一致。這是因為學區在制定
目標的過程中，必須邀請家長參
加，並與家長共同參與制定——
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什麼樣
的學習者？家長需要學校教育管
理者、老師做什麼？家長要做什麼
？我們共同的目標是什麼……家
長參與學校治理和管理的權利非
常大，並且，家長與學校之間可以
實現資源、決策的共享。
學生課上課下都“自由”教師可
以“不使用教材”
“課程設置上，美國普鈉荷學

校的課程設置很自主，它可以有
數十個社團，學生們在下課後，可
以參與各種各樣的社團，非常自
由。而我們把學生整齊劃一，特別
規矩。”北京師範大學三帆中學朝
陽學校書記、執行校長李建文表
示。
“在學區的教育哲學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詞——賦權。”向蓓莉介紹，在桑塔麗塔小學的
英語課上，老師和學生被賦予“不使用教材”的
權利。在老師看來，教材中的一些故事“支離破
碎”，並不利於孩子理解及連貫閱讀。取而代之
的，是讓孩子們閱讀獲獎小說。“老師在網上開

設一個論壇，問學生有關小說中的問題，並規定
閱讀頁數及回答時間。第一本書是每個學生都
要讀的，第二是能力分層，不同能力的學生選擇
難易程度不同的小說。”向蓓莉表示，這樣的學
習方法不僅為母語非英語的孩子提高閱讀能力
，也使英語課與其他相關學科有機結合。同時，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有大量時間進行小
組閱讀合作學習，並要與六年級學生共
同討論，提高了孩子們的表達能力及合
作意識。小說閱讀完成後，學生以小組為
單位編寫劇本，並學期期末表演。而課後
的作業，竟是按照小說中的內容做一劑

“神奇的藥”。
不僅是英語課。在數學課上，孩子們經

常用iPad在課堂上做數學設計，並就某
一個數學的知識設計一道與生活相聯繫
的數學題。“在趙思楠進入學校不久後，

有一個家長志願者陪她學數學，並用一個軟件
把她們的學習內容上傳跟同學們互相分享。”向
蓓莉回憶，在趙思楠六年級學習比例時，老師曾
要求將菜單由4人份改為12人份，並把它真正
做出來，以聚會的形式品嘗這些食物。

此外，學校定期舉辦書展，學生身穿睡衣、手
拿枕頭和毯子體驗“在家”聽作家講故事。作業
是寫詩或作文，“從小到大，我寫的作文都是關
於德育，或以德育為主的文學作品。而她們要麼
是寫押韻詩，要麼是寫魔幻的小說，萬聖節時，
一個一年級的孩子甚至寫的都是鬼怪。”向蓓莉
表示，她並不認同美國小學生“學的少，玩的多，
課業很輕鬆”。美國小學生的教材有好幾百頁，
甚至已經講到控制變量、自變量，並要求學生完
成一個可控的試驗。“趙思楠還學習過生命科學
，有一次她們老師買了十幾隻羊的心臟讓同學
們解剖。”向蓓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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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批評中國式批評VSVS美國式表揚美國式表揚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學校心理學專業助

理教授王慈欣接受澎湃新聞專訪，闡釋她眼中
的中美校園及家庭教育差異。她表示：“若家長
一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
成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

“但過度表揚也會產生問題”。
中美教育差異：中國式批評VS美國式表揚

王慈欣持有美國心理學行業執照（Licensed
Psychologist），其目前研究主要包括欺負行為、
青少年心理健康、學校教育以及親子互動。因其
自身的成長背景，王慈欣對於華裔父母的教育
方式深感興趣。出生在中國的她還記得一年級
時考試得了99分，但母親卻批評她沒有得滿分。
如今她已身為人母，對孩子的教育有了更多的
思考。
大班教學和小班教學各有利弊

王慈欣在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做了一
場名為《學生欺負行為和老師教育方式：中美對
比》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她提到比起美國學
生，中國學生更喜愛學校，無論同學關係還是師
生關係也都比美國學生親近。“中國學生會更認
為校園規矩是公平的，事實上他們的問題行為，
如打架、欺負同學等也確實比美國學生少。”

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有研究顯示中國老師
更容易營造一種積極的相處氛圍。相比美國，中
國有更多的大班教學，也少有走班制，這意味著
上課時間更緊湊、中國學生更能集中注意力，老
師也能和學生有更長的相處和瞭解時間。“不能
說小班教學就一定比大班教學好，只能說各有
優劣，存在差異。”

又比如，中國的老師們經常說“同學們都要積

極舉手發言”、“同學們排好隊”、“同
學們不要吵”等。“在問題行為發生前
，中國老師就會提醒學生了。”王慈欣
說，相比澳大利亞、以色列、美國學生
，中國學生認為老師運用了更多的提
醒、表揚和獎勵機制。

另一方面，“學生被老師趕出課堂”
或“被學校暫時開除”的現象在美國
學校十分常見，每年大約有3百萬人。

“在中國的數量暫時不得而知，然而
大多數亞洲教師認為學校開除學生
是不可取的。”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
她認為這種校園教育的差異和中美
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中國強調集體
主義，重視相互關聯，而不鼓勵攻擊
行為，所以中國學生比起美國較少有
暴力；中國傳統文化也講自省與尊師
，所以中國學生會比較‘聽話’。開除
現象也就少了。”

不過，王慈欣也強調並不能因此說
明中國的校園教育要比美國成功。

“因為教育的成功還要看學生成績、
心理健康、行為表現、創意等方方面
面。”對於現在不少中國父母急於將
孩子送出國讀書，她認為一是因為國際化的緣
故，二是國外教育的衡量標準更多元化，類似

“學習成績”這樣的競爭不會像中國那麼激烈。
家庭教育：中美都不能只有“虎媽”

2011 年，耶魯大學華裔法學教授蔡美兒的一
本《虎媽的戰歌》曾引起人們關於中美教育方法
的大討論。書裡介紹了她如何以“中國式”教育

方法管教兩個女兒：罵女兒垃圾、要求每科成績
拿A、不准看電視、琴練不好就不准吃飯等。然而
女兒確實也“不負期望”：從跨進學校大門的第
一個學期開始就保持著門門功課皆“A”的全優
紀錄；姐姐14歲就把鋼琴彈到了卡內基音樂大
廳，妹妹年僅12歲就坐上了耶魯青年管弦樂團
首席小提琴手的頭把交椅。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對孩

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實這
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的家
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到一
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有虎
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並不
好。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

對孩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
實這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
的家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
到一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
有虎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
並不好。

有研究表明美國家庭中亞裔父母要比白
人父母更多批評、更高要求、更少表揚。“因
為中國文化強調為人謙虛，但美國文化強調
張揚自我以獲得關注。所以一般美國家庭更
傾向于表揚孩子。”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對待
孩子，美國人就是隨意“放養”，中國人則是
嚴格“圈養”。王慈欣則認為“不一定”，因為
中美樣本中的個體差異依然很大。“也有個
案提到美國中部白人家庭對孩子十分嚴厲。
”

王慈欣補充，隨著受西化影響的中國年

輕一代也成為了父母，我們也不能將中國教育
與“高要求、嚴懲罰”直接畫上等號。但無論中國
還是美國的家庭教育，王慈欣都認為，“嚴格要
求”之外還要配合“支持和鼓勵”。“父母的鼓勵
和支持會帶給孩子正面的影響，反之，過於掌控
孩子和處罰孩子會帶來負面影響。”

前年 1 月，王慈欣在美國期刊《家庭問題》
（Family Issues）上發表研究論文《父母行為、兒童
憂鬱征狀和行為不當問題：中國青少年自尊心
與學校適應困難》。這份研究調查了589位來自
中國杭州的12歲到19歲高中生，以三項正面指
標（“支持”、“講理”、“關注”）和三項負面指標
（“溺愛”、“處罰”、“冷處理”）來評判孩子對父母
教育模式的感知及影響。王慈欣表示，若家長一
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成
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而
諸如“你做不好，我就不理你了”這類的“冷處理
”，對孩子亦有不良影響。
“此外今年我還發現，如果對孩子過度表揚，

反而會令男孩子的問題行為增多。”問題就是，
生活中的父母該如何把握“過度”？王慈欣告訴
澎湃新聞，現實確實比研究複雜多了，每個家庭
的教育模式都不可複製，即便是同一個家庭裡
的兩個孩子，都有性格、情緒上的差異，各自“最
適合”的教育模式也不相同。她表示，父母最好
的檢查辦法就是通過觀察孩子的行為表現，如
是否情緒低落、有否抑鬱傾向、有無問題行為等
，以及評估自己的教養方式是否有效來調整自
己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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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全球第一大葡萄酒消費市場，也是世

界第四大葡萄酒生產國，僅次於法國、意大利和
西班牙。除了在產量上取勝以外，美國葡萄酒的
品質在近幾十年中也讓人耳目一新，其中更不乏
嘯鷹和作品一號等名酒。關於美國名酒，你知道
多少？和紅酒百科全書（微信號：wikiwine）一起來
盤點。
1、嘯鷹酒莊（Screaming Eagle）

嘯鷹是美國最引以為傲的第101空降師的
別號，是美軍的代表和榮耀。在美國葡萄酒中，嘯
鷹也是絕對的代表。在每年評選的美國十大最貴
葡萄酒品牌排行榜中，嘯 鷹酒莊通常位列第一，
是加州最知名的“車庫酒”，正牌年均產量僅1200
瓶左右。嘯鷹一出，立即受到葡萄酒皇帝帕克的
讚賞，其葡萄酒常接近滿分。酒莊前任 女莊主菲
利普斯有著“加州鐵娘子”的稱謂，可以媲美法國
勃艮第勒樺酒莊（Domaine Leroy）的拉魯女士。

2、哈蘭酒莊（Harlan Estate）
嘯鷹酒莊東邊不遠的山坡上就是哈蘭酒莊

，哈蘭的釀酒葡萄採用的是標準的“梅多克配方”
（赤霞珠、梅洛和品麗珠），1990年第一個年份面
世後就轟動一時，次 年即獲得帕克98分的評價，
隨後也有3個年份得到滿分。哈蘭被譽為“法國梅
多克一等頂級酒”。哈蘭的酒標也頗具藝術感，哈
蘭酒莊第一款葡萄酒標的設計靈感 來自於由美
國財政部雕刻家河伯?費希特（Herb Fichter）監督
，耗費10年完成的19世紀雕刻藝術品。其莊主表
示：“酒標不是用來陳列在商店的貨架上的，而是
要放在餐桌上在燭光下欣賞的。”
3、鹿躍酒窖（23 號桶）（Stag’s Leap Wine Cellars,

Cask 23）
鹿躍酒窖於 1972 年開

始釀酒，在第二年就出產了
一款絕世佳作——23 號桶。
這桶酒在 1976 年法國巴黎
的盲品大賽中打敗了來自波
爾多頂級酒莊木桐以及侯
伯 王等酒莊的 1970 年份葡
萄酒，從而震撼了整個葡萄
酒世界，從此一鳴天下。2006
年的一場盲品大賽上，1973
年份的鹿躍 23 號桶再次經
受了嚴格的考 驗，完勝法國
名莊酒。此酒也成為美國總
統、英國女王等宴客用酒。
4、蒙大維赤霞珠珍藏（Rob-
ert Mondavi Cabernet Sauvi-
gnon Reserve）

蒙 大 維 酒 莊（Robert
Mondavi Winery）是美國最
重要的酒莊，一直扮演美國
葡萄酒業領導者的角色。其
創始人蒙大維更是有著“美
國葡萄酒教父”的稱謂。該酒
是蒙大維進軍世界一流紅酒
行列的嘗試，1974 年份為處
女作，該酒已經成為行家酒
窖的“鎮窖之寶”。
5、作品一號（Opus One）

1979 年，最轟動世界酒罈的大消息莫過於

法國的木桐酒莊（Chateau Mouton Rothschild）和
蒙大維合作，在加州納帕穀設廠釀酒，這就是作
品一號。酒標的設計非常突出：淡乳白色的標簽，

簡單地以藍色勾勒出羅伯特與男爵的
頭 像側面剪影，相當特殊，令人印象深
刻。該酒依舊反映出波爾多地區甚至是
梅多克區波亞克葡萄酒的風味。
6、鑽 石 溪 酒 莊 湖 園（Diamond Creek
Vineyards Lake）

鑽石溪酒莊在種植葡萄方面仿效
法國勃艮第的做法，每個園區各自釀酒
。酒莊為了使每一串的葡萄都達到最佳
的成熟度，採收會持續1個月，分15~20
次進行。鑽 石溪有4塊葡萄園：火山園、
湖園、碎石草原園和紅石園，其中湖園
一發售的價格就有200美元，成為美國
最貴的葡萄酒之一。每年，鑽石溪酒莊
共生產約4萬瓶 葡萄酒，但只賣給私人
客戶、固定經銷商和餐廳。
7、佳 慕 酒 莊 特 選（Caymus Vineyards
Special Selection）

佳慕酒莊是加州最大的酒莊之一
，以法國勃艮第的康帝園為效仿對象。
酒莊釀制各種美酒，特選酒是其拿手作
品。特選酒平均年產量僅為2.4萬瓶，該
酒的 1984 年份和 1990 年份被《葡萄酒
觀察家》雜誌評為“年度之酒”，其它年
份多次入選百大前10。

8、思福酒莊（鹿躍山區精選）（Shafer, Stag’s Leap
District, Hillside Select）

思福酒莊以“納帕最佳葡萄酒之一”而享有
盛名，酒莊葡萄酒多次入選《葡萄酒觀察家》百大
榜單。鹿躍山區精選是思福酒莊頂尖的酒款，也
是令思福酒進入世界頂級酒行列的那款。自1990
年以來，獲得的帕克最低分為92分，且多次獲得
99分的高分。
9、約瑟夫菲爾普斯徽章（Joseph Phelps Vineyards,
Insignia）

約瑟夫菲爾普斯酒莊也是納帕穀最大的酒
莊之一，酒莊推出的招牌酒“徽章”可謂一鳴驚人
。酒莊莊主菲爾普斯先生是納帕谷的先行者，他
是發現法國羅訥河谷的葡萄 品種在納帕穀潛力
的人之一，也是第一批在納帕穀生產波爾多風格
酒款的生產者。徽章酒外形新穎，是典型加州潮
酒的設計，但本酒毫無加州風味，倒有波爾多頂
級 葡萄酒的氣質。
10、赫茲酒窖（瑪莎園）（Heitz Cellar, Martha’s
Vineyard）

當 赫茲酒窖（Heitz Cellar）在 1961 年成立
時，整個納帕穀只有不到20家的酒莊。正是瑪莎
園成就了赫茲酒窖。瑪莎園釀成的赫茲葡萄酒是
一種“陽剛”性極強的酒。該酒 每瓶的酒標上都會
標有葡萄年份、裝瓶年份、總數量以及本瓶編號，
酒莊一絲不苟的態度令人讚賞。《葡萄酒觀察家》
雜誌曾在1999年1月挑選出12支“世紀 夢幻酒”
，其中就有1974年的瑪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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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风时，我刚刚结束了一段3

年的恋情，他的勇气和信心让我感动

，不久后，我成了他的新娘，而事实

证明，是我太过天真，没想到在我怀

孕期间他对拳打脚踢。

为了带我走出悲苦，他将酒吧

交给朋友打理，自己骑着摩托车带

我穿过大街小巷，让封吹醒我被酒

精麻木了的头脑。他的所有朋友都

坚信我忘不掉前男友，不赞成他对

我的追求，可他答得斩钉截铁：爱

情是自己的事，只要努力，我一定

能收获她的爱情。

他的勇气和信心让我感动，不久

后，我成了他的新娘。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风是标准的

北方男人，很有责任感，家里的一切

事情我都不用操心，自有他挡风遮雨

。我小鸟依人地享受着这一切，庆幸

自己的选择。

可是，再和谐的家庭也会有争吵

。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争吵，便

将我从天堂带到了地狱。

如今想来，我甚至已记不清争吵

的原因是什么，只记得我们言语不和

，吵了几句。我是独女，自小娇生惯

养，自然不肯让步。而我口才又好，

几句话便将他抢白得无言以对。谁知

他恼羞成怒，竟然挥过手来，狠狠打

了我一个耳光。

我惊呆了。心里的震惊已经盖过

了肉体的疼痛。我捂着脸，半晌说不

出一句话。气氛变得凝重，他似乎这

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扑过来抱住我

，连声道歉。他说是他不对，他太生

气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打着

自己，说再也没有下次。哭闹之后，

我原谅了他。我想起他种种的好，相

信他只是一时失控。

而事实证明，是我太过天真。不

久之后，他便第二次向我挥起了拳头

。这一次，他的力道竟然比第一次更

重，而且一拳之后，他愤怒地穿上外

套，摔门而去。我的连迅速肿了起来

，火辣辣地疼。我呆呆地坐在镜子前

，不吃不喝，只是流泪。第一次，我

想到了离婚。

两个小时后，他回来。我平静地

对他提出了离婚。他一下便抱住我，

大声骂自己不是人，求我原谅他，说

他爱我，没有我不知怎样生活。我哭

了。明明被他抱在怀里，却感受不到

温暖。我觉得自己不再认识他。那个

体贴的风哪去了?这个在我面前挥舞

拳头的男人又是谁?

他苦苦求了我两天，我不为所动

。可就在这时，我发现我怀孕了。

我们终于没有离婚。我怎能让孩

子一出世便没有爸爸?这一次，他又

发誓绝不动手打我。而我却有隐隐的

不安——我已经不再信任他。

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怀孕期

间，挺着大肚子的时候，他第三次

打了我。而这一次，委屈和愤怒让

我发疯，我歇斯底里地怒吼、反抗

，大声地咒骂他。这更加激怒了他

，他的拳头雨点般落在我的头上，

身上……他疯狂而歇斯底里，丝毫

不顾念我的疼痛以及我肚子里的孩

子。

事后，他又一次恳求我的原谅，

又一次在我面前起誓，甚至流了泪。

可是，已经太迟。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能再与他生活在一起。无论他对我

多么地好，可一个动辄便使用武力解

决问题的男人实在让我鄙视，而且，

我不能让我未出世的宝宝生活在这样

的环境下。我宁可让他没有爸爸，也

不能让他看到这丑陋的一面。

现在，我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

风一日日给我打来电话，细数我们往

日的甜蜜。电话里，我冰冷如铁，可

放下电话，我泪流成河。

我何尝不愿与他幸福地生活，

可是，这样可怕的爱人，让我如何

面对?

老公对我施暴成瘾，怀孕也不放过我

和老婆结婚的第八年，我发现她

竟然背叛了我。那时老婆年收入二十

万，我们有个五岁大的儿子。当我知

道老婆背叛我后，我也气得想要离婚

。但是后来冷静后，我还是选择了再

给她一次机会。

老婆长得很漂亮，还拥有很强

的工作能力。和她结婚后，她对家

里的照顾就不是很多，都是我自己

主动承担着，因为我的工作没有老

婆那么忙，当然我的工资待遇也没

她那么好，年薪只有她的四分之一

。后来，老婆怀孕生下儿子，我便

更加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了，老婆说

她的工资可以养活家里人了，让我

多照顾孩子。

于是，我把我妈接过来替我照看

孩子，毕竟我还得工作。就这样过了

八年时间，我们过得也算幸福。可是

一次我去老婆的公司接她下班，却看

见老婆上了一辆豪车。我隐约的看见

他们还在车里亲吻了，我的心顿时仿

佛被一块石头压着，喘不过气来。

后来我又发现老婆手机里的暧

昧短信还有和男人亲密的照片，为

了一探究竟我选择了跟踪老婆。我

看见他们手牵着手进了一家高档酒

店，我问过前台她说他们是这里的

常客。我原本打算上去找他们，可

是前台不提供房间号，最后我只好

回家了。

晚上十一点，老婆终于回到家里

，我没有好心情的说，在外面玩好了

吧。老婆觉得我有些莫名其妙说，你

吃错药了吧，累死了，懒得理你。我

有些讽刺的说，当然累啦，开房能不

累吗?老婆没有好语气的说，你有完

没完，然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我跟老婆说，只要她能

够痛改前非我可以原谅她。老婆倒是

态度友好的说，她会注意和别人保持

距离。我是爱老婆的，并不想就这样

把好好的一个家给拆散了。老婆每天

辛苦的工作，赚钱养家，也没有叫过

苦叫过累。现在住的房子，开的小车

都是老婆赚钱买的，就连我爸妈生病

住院，也是她拿钱治的。再说我们还

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不想给他一个

不幸福的童年。

我和老婆平安无事的过了四年，

我以为老婆和外面的男人真的断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老婆经常会以出差的

名义和那个男人约会。虽然老婆注意

得很好，但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这

一次我忍无可忍跟老婆提出离婚。让

我没想到的是，老婆说离婚可以，但

是我必须净身出户。

我听了老婆提出的要求后，气不

打一处来说：是你背叛了我，还要我

净身出户，你还要不要脸啊。老婆也

不甘示弱的说：钱都是我赚回来的，

这么些年也算是吃我的用我的，你要

离婚还想分我的钱……

现在老婆依然和外面的男人在联

系，好像并不关心我和她的婚姻。我

想离婚，可是老婆还提出儿子抚养权

也归她。她的心都不在我和孩子的身

上，离婚后她能独自带好孩子吗?我

想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可是老婆说净

身出户加上不要孩子的抚养权，她就

同意和我离婚。这样的条件对于我来

说，实在太不公平。大家说，我应该

要求夫妻财产平分吗?应该拿到孩子

的抚养权吗?

回複：每一桩婚姻，都需要用心

经营。如果，只是利用彼此的价值，

而不懂得如何经营，那么生活中的琐

事与矛盾，会不断导致夫妻之间的感

情不断流失，甚至破裂。

在你的这桩婚姻里，你缺乏自

信与自主权，你不懂得取悦妻子，

只是卑微的爱着她。而你的妻子则

缺乏自制力，面对外界的诱惑，不

懂得拒绝。当你发现她背叛你时，

你没有及时的阻止她，没有提出你

的要求，没有向她表示出你的底线

和你的原则。

你一味的迁就她，一味的委曲求

全，最终让她越来越看轻你，不尊重

你。你之所以不自信，是因为你觉得

和她离婚了，找不到比她优秀的人。

可能找不到像她这么漂亮的人，找不

到向她这么高薪的人，你一边爱着她

，也一边利用着她为你改善生活，减

少你的经济压力。

她背叛你，说明她对婚姻缺乏

责任感，同时也说明她不够爱孩子

。在婚姻与事业之间，她选择了事

业。在爱情与外遇面前，她选择了

后者。

有钱老婆出轨我隐忍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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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入鄉隨俗，剛到美國不久的華人，常常會
因為生長的文化背景不同，和對美國社會生活
丶風俗習慣的瞭解不夠，而＂出洋相＂鬧笑話。
下面就為大家介紹一些在美國生活應該掌握的
小竅門，或應該瞭解的美國人的社會風俗習慣
。

1丶許多中國人剛到美國時完全沒有付小費
的概念，常常因此搞得大家很尷尬。其實，在美
國很多地方都需要小費，例如餐廳丶理髮等通
常占10%-15%的消費；旅館丶計程車等通常只
需要1至3美元。此外，您還應該瞭解，美國的餐
廳一般一桌只有一個服務生，一開始是誰幫你
點菜的，待會有什麼事情就找他，因為你的小費
只付給他，所以其他服務生沒有義務幫你。

2丶Rebate和 cash back都是在美國經常用到
的促銷方式。所謂rebate就是把東西買回家之後
，填一份申請書，付上產品的電腦條碼（UPC），
連同收據寄給製造商，他們回寄你支票；而cash
back就是在結帳的時候直接退還現金給你。附
記：良好的節儉習慣是留學生活的根本。

3丶很多場合會要求出示身份證件，特別是附
有照片的證件，如銀行開戶，餐廳酒吧點酒，使
用支票購物，到郵局領包裹等。可用來證明身份
的證件有駕照（可持護照丶出生證明丶居住地
證明向各地汽車監理站申請）丶學生證丶信用
卡等。附記：駕照於筆試後即可得到，但無法開
車，需要另外考路試才可駕駛。

4丶在美國念書，一定要強制保險，多數學校
明文規定沒有保險，就不能註冊。學生保險的費

用大約是五百至一千美元。整個家庭大約在二
千至三千美元之間。選擇保險要注意可能發生
的疾病，是否在Cover的範圍，還有Cover的比
例是多少。美國保險是部分給付，而且要超過一
定金額，稱之(deductible)。一般保險 Cover 的範
圍是＂醫療上必須＂的。附記：如果學校沒有一
定要申請，另外治牙費用不在保險範圍內；大病
通常都需要自己購買保險。

5丶美國社會現在幾乎是持卡時代，隨身不帶
太多現金，以免招來危險。有時在餐館使用百元
大鈔，還會引來不便，不如隨身攜帶提款卡及信
用卡，使用方便。雖是如此，但隨身不妨多帶些
quarter，一來可打電話，二來可付小費，或其他
投幣之用。附記：如提取大量現金（超過2000美
元）需要提前電話預定。

6丶各種帳單應準時支付，帳單上多會載明付
費截止日期，最好能夠提早一周左右支付。萬一
誤時，不僅可能會遭罰款，同時也會使自己信用
掃地。附記：在美國信用大於一切，信用不好今
後買房丶買車困難，甚至連工作都難以找到。

7丶美國人喜歡養寵物，特別是狗和貓，但是
在未經主人同意時，最好別隨意逗主人家的狗。
美國人帶狗去住宅區散步時，會帶著為狗清除
糞便的工具與袋子。有責任心的美國人會將家
中養的狗貓帶去獸醫那兒做節育手術的。在美
國虐狗等同於虐人，不喜歡狗的朋友需要避讓。

8丶有人打噴嚏時，美國人就會異口同聲地對
他說"Bless you"，打噴嚏的人也都會說"Thank
you"致謝；在公共場所避免打嗝，如果不小心打

了嗝，就得趕快說聲\"Excuse me\"。切記，瞭解
並遵從簡單的生活習慣，有助於讓你很好地融
入美國社會。

9丶在美國公共場合例如公交車丶地鐵不要
大聲喧嘩，注意排隊上車。

10丶萬聖節在北美有習俗，小孩子會挨家挨
戶敲門，你需要準備些糖果，否則你的窗戶可能
不保。附記：這是北美的習慣，警察不會管的，自
己多準備些才是硬道理。

11丶租房在美國很關鍵，學校裡面比較貴但

是安全係數比較高；外邊自租相對自由也可以
有更多選擇，費用也會相對便宜，但要看清楚房
費是否包含各種水電費。附記：自租儘量避免在
犯罪率高的區域，那裡相對便宜但是安全係數
真的不高。

12丶BOXING日是美國一年一度的打折日，
也是華人採購的最好時機。如你需要購買心儀
的商品，需要提早去排隊，否則好東西都沒有了
。

想像不到的美國風俗
趣事一：美國最土的是什麼？

滿大街都是穿著印著州名的T恤還有衛衣。想像一下，如果中
國人都在衣服上印上「河南、河北、湖南、江西......」會是怎樣一副
情景？

除了穿印有州名的衣服，穿印著各個大學名字衣服的也不少。
在機場候機的時候，都能看到機場的商店裡在賣這種衣服。去過
幾個大學參觀，大學裡面的紀念品商店裡也都是賣這些，此外還
有印有學校名字的杯子、鑰匙扣等生活用品。儘管只是高中，也
到處都是學校的紀念物品，也是一種美國文化。
趣事二：冰箱貼

到了美國你難免會出去逛，去幾個景點，景點裡也都有紀念品
商店，賣印有標誌建築、當地風光的周邊產品。明信片自是不必
說，另外一個哪兒都能看到的東西就是冰箱貼，無處不在。

除了最普通的冰箱貼，還有一些冰箱貼做成了開瓶器。有的學
生去到當地的家裡冰箱上就貼滿了各地搜羅來的冰箱貼，很有
意思。
趣事三：無處不在的冰塊

想像一下如果是在熱帶，冷飲裡都放冰塊是能理解的，除了氣
候原因，也是因為加冰可以減少糖的攝入。但是美國這個四季分

明的地方，冬天在餐廳要杯水，上來的
都是冰水混合物。

這個讓很多學生一開始就完全沒法
理解了。其實有的說法是因為在冰水的
刺激下，人都會吃得比需要的多一些。
趣事四：為「糖」而狂

只要你看過美國人做餅乾，不用多，
看一次，估計就再也不敢吃那些餅乾了
。基本上一半都是糖。特別是 chocolate
chip cookies 和 peanut butter cups。

關於糖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在萬聖節。
美國孩子萬聖節要到的糖果能吃很久。
真的是很多很多。2014年，美國人在萬
聖節花了22億美元買各種糖果。
趣事五：結婚禮物

說到中西方的婚禮。大家對「份子錢」這件事情很好奇。
各大購物網站上都提供一個功能，叫做 gift registry 或者

wedding registry。如果你要結婚，你就可以在上面創建一個單子
把你想要的禮物都加進去，發鏈接給你的朋友。更常見的是參加

婚禮的朋友，可以在指定的大型購物網站上面搜你的名字，找到
你的清單，從清單中選一個作為禮物，選了之後，這個選項就會
從清單上消失。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對不對？
清單上比較常見的包括廚具之類的，有貴的也有便宜的，朋友們
就挑著買。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禮物清單喲。

在美國生活的小竅門在美國生活的小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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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指数5颗星：弹射类玩具

这一类的玩具危险指数高，并不

建议给孩子玩耍。以玩具水枪为例，

在很多家长和孩子的眼里，水枪喷射

出来的只是水而已，怎么可能会有杀

伤力呢?Nonono~要知道，被玩具水枪

射伤眼睛的案例不在小数。这些看似

无伤大雅的水枪的杀伤力可不容小觑

啊!

而在前段时间，学校附近售卖玩

具牙签弩，更是引起了家长的关注与

讨论。为避免更多弹射类玩具产品伤

害事件的发生，爸爸妈妈在给孩子买

弹射玩具时，不妨参考国家质检总局

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给到的提示：

1、不要给儿童购买或玩耍弹射物

(即子弹)太小的弹射类玩具，有致儿

童因吞咽或吸入子弹而发生窒息的危

险。尤其是禁止3岁以下儿童玩耍此

类弹射玩具。

此外，还要特别注意，不要给儿

童购买或玩耍吸水弹过小的弹射玩具(

子弹吸水膨胀后方可发射)，一旦儿童

因某种原因吞咽或吸入子弹，子弹在

体内吸水膨胀，可能会导致窒息、肠

梗阻等伤害。

2、不要给儿童购买或玩耍子弹存

在危险锐利边缘或危险锐利尖端的弹

射玩具。不要购买或玩耍硬质子弹端

部直径过小的弹射玩具。

3、要购买或玩耍子弹带有保护端

的弹射玩具，保护端应用磁性吸盘材

料或弹性材料制成，且保护端不容易

与子弹分离。如果保护端与子弹可以

分离，应注意分离后的子弹不能从预

定弹射机构中发射。

4、不要让儿童使用非玩具本身提

供的子弹发射，如铅笔头、钉子和石

子等这些有潜在危险的弹射物。

5、不要让儿童对着别人尤其是头

部玩弹射类玩具，特别是子弹速度较

快的情况下，一旦瞄准脸部或眼睛发

射，可能会击伤面部或者眼睛。

6、不要给儿童玩耍成人用的飞镖

类体育用品，有致儿童因玩耍该类产

品而被可触及的功能性锐利尖端划伤

或刺伤的危险。

7、尽量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标识

的产品。

8、若儿童在使用玩具过程中发生

伤害事件，消费者可向国家质检总局

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报告有关产品伤害

信息。

危险指数4颗半星：微型玩具

哨子、骰子以及一些大玩具上容

易脱落的零部件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

危险的，孩子很容易将这些小东西吸

入口腔，引起孩子咳嗽、呕吐甚至导

致窒息死亡。

危险指数4颗星：面具类玩具

面具玩具多为塑料制品，也有用

纸浆或木浆压制而成的。图案为卡通

的人或动物形状。孩子们非常喜欢佩

戴这些面具玩耍，特别是在万圣节、

圣诞节等盛大节日里。然而，虽然这

中小物件看似貌不惊人，但因为它会

与孩子的五官长时间接触，实际上也

暗藏了一些危险。

有专家指出，一些不合格的面具

玩具是用有毒塑料制成的，含有有毒

化学物质，再加上面具与孩子的五官

十分贴合，孩子很容易就会将面具中

的化学物质吸入体内，从而造成伤害

。不过，某些会散发刺鼻气味的玩具

或日用品也同样危险。

此外，有的面具玩具本身密不透

风，在口鼻处几乎没有留下呼吸的地

方，如果孩子长时间佩戴，容易造成

大脑缺氧、头晕眼花的现象，严重时

还会造成窒息。所以，在购买塑料面

具时一定要看它的原材料是否合格，

再看进气口是否设计得合理。

危险指数4颗星：小型磁性玩具

磁性玩具，比如磁性拼图、磁性

积木、磁性飞镖玩具、磁性画板等含

磁铁的玩具，也存在安全隐患。由于

磁性玩具多小零件，宝宝们很容易误

吞。误吞这些磁性部件后，需要通过

手术移出，这对宝宝的消化道的伤害

非我们能想象的。因此尽量避免给6

岁以下的宝宝玩耍磁性玩具。

此外，在选购磁铁玩具时，也要

要检查产品说明书及产品标识等是否

齐全，有没有磁性小零件，磁性小零

件是否容易脱落等等。在宝宝玩耍的

时候，爸爸妈妈也要在旁边做好监督

和必要的提醒，以防意外的发生。

危险指数4颗星：带绳的玩具

由于绳索缠绕而引发的意外，常

有耳闻。在孩子中特别流行的YOYO

球、拖拉玩具等都带有绳索。这些绳

索很容易缠绕在孩子的手指上或脖子

上，容易引发意外。

在给孩子选择这一类的玩具时首先

要注意孩子的年龄，小年龄的宝宝不建

议给TA玩带绳的玩具，建议给6岁以上

的儿童选择此类玩具比较好，而且绳子

的长度最好不要超过宝宝的脖子周长，

以防出现绳子绕颈的意外。

危险指数3颗半星：高分贝发
声玩具

发声玩具，是指能发出响声或音乐

声的玩具，比如通过气体挤压发声的惨

叫鸡、利用芯片和喇叭发声的电动玩具

车，以及通过敲击发声的地鼠游戏机等

等。好的发声玩具能刺激宝宝的视觉和

听觉发展，而分贝过大的发声玩具则可

能对宝宝的听觉造成损害。

人的耳蜗里，存在着1.5万到2万

个弱小但却非常精密的“感应接收器

”。一旦它们受到损伤，就不能再把

声音传送给大脑了，而这种损伤多是

不可逆的。专家称，5岁以下的儿童，

听力都处在发育阶段中，如果环境中

的噪音超过80分贝且持续5分钟以上

，听觉系统就会受到影响。

我国在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玩

具新规中明确规定，发声玩具应符合

下述要求：近耳玩具产生的平均声级

不应超过65分贝;除近耳玩具外的所有

其他玩具产生的连续声音的平均声级

不应超过85分贝。

因此小编建议，妈咪们在选购玩具

时应优先挑选品质有保障的大品牌产品

，千万别随便捡路边摊。拿回家后，用

手机下载一两个测环境噪音的app，看

看买到的玩具声音是否超出了上述要求

。如果没有，那就可以放心使用啦~

危险指数3颗半星：发光玩具

发光陀螺、发光抱枕、七彩手指

灯等玩具能发出绚丽的光彩，给孩子

带来不少欢乐，但由于发光玩具的光

比较刺眼，而且闪烁速度快，孩子长

时间受强光刺激，双眼的视力会减弱

，甚至会伤害到视网膜。因此，尽量

让孩子避免在黑暗的地方玩发光玩具

，而且要控制宝宝玩的时间，平时要

注意眼睛的休息。

危险指数3颗半星：气球玩具

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气球，特别是

一些气球做成的玩具。但如果气球爆炸就

会导致小孩子受到伤害，特别是一些氢气

球，如果遇到火的话就会爆炸燃烧。另外

，氢气球炸破后的一些碎片若进入孩子的

呼吸道，会直接影响着孩子的生命安全。

危险指数3颗：毛绒玩具

对于毛绒玩具来说，填充物不合

格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有些孩子喜

欢抱着毛绒玩具睡觉，甚至拿毛绒玩

具咬着玩，一旦绒毛脱落进入气管，

孩子就很可能产生诸如呼吸道感染等

疾病，严重的还会引起支气管痉挛、

咳嗽甚至哮喘等，部分小孩会出现湿

疹等皮肤过敏现象。

此外，许多毛绒玩具的眼睛、鼻

子、扣子等都是被粘贴到玩具上的，

体积较小，极易被孩子吃到嘴里而成

为气管异物，甚至导致孩子窒息等严

重状况。因此，爸妈们在购买毛绒玩

具时要优先选择短毛的、不易脱毛的

款式，仔细检查玩具的小部件是否容

易脱落，买回来后定期对毛绒玩具进

行清洁和消毒，以消除不安全隐患。

以上的选购技巧，爸爸妈妈们都

掌握到了吗?玩具是孩子必不可少的小

伙伴，是开启孩子智慧大门的好工具

。一款优秀的玩具不仅要安全、质量

过关，而且还要寓教于乐。爸爸妈妈

们在给宝宝选购玩具的时候，切记过

滤掉危险玩具，给孩子选择一款安全

、质量过关的好玩具哦，让这个暑假

，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安全、玩得开心!

暑假就快要结束了，家里的小魔王们终于要上学了，爹妈们可以轻松一口气了，再也

不用担心孩子沉迷手机、电视、平板。可是，爸爸妈妈们要注意咯，孩子上学了，要尤其

注意他们的玩具！并不是所有的玩具都适合给孩子们玩，咱们在选择玩具的时候要学会怎

么挑选安全的玩具。小编整理了要小心的8类玩具哟！当孩子在玩这8类玩具的时候，要

尤其注意啦！

开学啦！这8类玩具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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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回国了？”刚回上海时

，不少见到我的同学和朋友都这样问

我。在他们看来，我是最不可能回国

工作的那个人。

我叫邓峥晖，5年前从复旦大学

毕业后，前往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出国前，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

标：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定居。

虽然本科和硕士的专业都是国际

关系，我对金融也有浓厚的兴趣，一

直自学金融专业知识。留学的第二年

，开始找实习工作的我，应聘上了一

家位于华尔街的公司。繁重的学业加

上每周两到三天的实习，我的留学生

活充实而收获满满。

为实现出国前定下的目标，我经

常向中国留学生咨询留在美国就业、

定居等事宜。结果却出乎预料，大多

数学长学姐毕业后都准备回国发展。

我的中国同学也基本打算回国就业。

在纽约，我还认识了一些华人，

大多数是留学后定居的“移一代”。

他们中有不少人对我准备留下来工作

持保留态度。一位来自上海，已经定

居多年的大哥更是直言，如果他是我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大学毕业

后在上海工作了好几年，然后来美留

学、定居的他发现，“对于年轻人而

言，现在国内的机会更多。”

另外，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

学交流时，我发现，在他们眼中，中

国已经成为机遇的代名词。当不少国

家都在收紧海外人才政策时，中国却

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拥抱”人才

。“读十本成功学的书，不如去中国

试一试”，他们认为，作为世界经济

增长引擎的中国，拥有无限潜力和可

能性。

连外国人都来中国发展了，我为

什么还要离开？我开始反问自己。

在实习过程中，我还发现，华尔

街虽然是世界金融中心，但已经过了

顶峰期。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性无可比拟。作

为一个年轻人，更应该在一个更具成

长性的环境中磨练自己。

2015年 7月，我回到上海。回来

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自己的

心态与预期。我知道，虽然顶着“名

校海归”的光环，又有在华尔街长期

实习的经历，但毕竟已经离开国内好

几年时间，肯定需要一段调适期。我

先找了一份与之前实习时工作内容差

不多的工作。 在业余时间，不断加强

业务知识的学习，并自学通过了多个

从业资格考试。现在，我任职于一家

国内排名靠前的城商行总行。

前不久，我看到一篇报道，近5

年来，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数逐年

增加。我很荣幸亲身经历了这次当下

中国最大的“海归潮”。最近还看到

不少关于“海归”回国的新闻，其中

《哈佛八博士后“集体归国”记》更

是刷爆“朋友圈”。每天穿梭于陆家

嘴的我，看着这里的金融人才政策和

配套服务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外资

金融机构出现在身边，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不断取得新进展……作为一个

“金融人”，能够与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的建设共同成长，我与有荣焉。我

很高兴成为这一切的参与者，而不仅

仅是旁观者。

我注意到，现在还有不少“近

半海归初就业工资低于 XX 元”，

以及后续所引发的关于“留学值不

值”的讨论。在我看来，这个话题

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即使是“海归

”，也需要放低姿态，光有头衔还

远远不够，最后还要靠个人的努力

、能力与素质。

以我和我同学的经历来看，有一

点绝不会错，在当前国内的政策环境

下，只要努力，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

，你的所学都会有用武之地。

“海归”邓峥晖：亲身经历当下最大“海归潮”

“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

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

，余愿足矣！”今年1月8日，年仅58

岁的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不幸因

病去世。9年前，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

条件回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

果。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中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明确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的战略目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数据显示，留

学归国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

长到2016年的82.23%，他们用一个个

人生梦、事业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动力。

学成回国贡献巨大

食品安全检测、果实成熟度检测

、药品真假、毒品鉴别……这些专业

分析将来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就能

完成。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清华

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生导师鲍捷正在

做这件事。他领导的团队两年前研发

出手机芯片大小的微型“量子点光谱

仪”，有望让已存在100多年的传统光

谱仪变得廉价又便于携带。

鲍捷是中国无数留学归国人才的

一个缩影。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

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265.11万人

。这些留学归国人才里精英云集。著

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单分子酶学

奠基人谢晓亮、驾驭中国载人潜水器

“蛟龙号”的“深潜英雄”崔维成、

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据统计，

目前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超

过七成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他们回国后，用智慧和汗水释放

出巨大创造能量。从奥地利因斯布鲁

克大学留学归国的潘建伟，带领团队

在2016年实现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从美国

康奈尔大学学成归来的李菂，在中国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FAST)

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拘一格用好人才

近年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

李文辉实验室、邵峰实验室等科研团

队，接连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突破，

研究成果多次发表在《自然· 微生物学

》等国际知名期刊上。

为何能取得如此傲人成绩？从美

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成回国的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认为，关键

是打破了传统科研管理的预算申报、

考评标准等束缚。

体制机制顺，则人才聚、事业兴

。为此，2015年，中国整合“回国(来

华)定居工作专家项目”“北京市海外

人才聚集工程”等55项省部级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在整体上解决各

地“引智”政策不一难题。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

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同年，中共

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要不唯地

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

拘一格用好人才，确保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

今年4月1日起，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

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去农户家里了解收入情况、帮村

民代笔写材料……这是“海归”村官

刘琦的工作常态。2015年，从瑞典本

科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北京大兴区采

育镇施家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

。“能用国外学到的知识建设家乡，

很有成就感。”她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海外留学人员

回国追梦。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这样

评价说：“(他们)要做民族复兴征程中

的创业者而不是旁观者。”

中国政府正积极创造条件，鼓励

和吸引海外人才将个人梦想融入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优惠的政府政策、活跃的经济、在

科教事业持续投入、浓厚的创新创业

氛围，让海外学子回国创新创业如鱼

得水。外媒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

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

为之汇聚能量。正如2013年习近平在

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

说，只要广大留学人员同人民站立在

一起、同人民奋斗在一起，就一定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

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历史的绚丽篇章。

中国梦激荡归国潮

“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诞生,

中国人能不能赶上科学前沿、引领

重大创新?”潘建伟说,“中国科研

工作者都憋着一股劲儿,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证明,不仅在国外可以

做得很优秀,在国内也能做出很好

的成就。”

潘建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

副校长。利用去年8月发射的全球

首颗量子科研卫星“墨子号”,潘建

伟团队近期连续实现“千里纠缠、

星地传密、隐形传态”三个国际科

研重大突破。他的“量子雄心”,在

祖国的创新热土上,一飞冲天。

留学欧陆,出国是为了更好地
回国

潘建伟的“量子梦”始于20

多年前。

1992年,中科大本科生潘建伟在

毕业论文中,不乏莽撞地向“不合常

理”的量子力学理论提出质疑。

“我试图在论文中找个例证,

来否认这个理论。”正是在这次

“挑战”中,潘建伟迷恋上量子世

界的奥妙与未知。从此,他将量子

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当时中国的量子物理研究,无

论理论还是实验都远远落后于国际

先进水平。1996年,潘建伟来到量

子力学的诞生地奥地利,进入因斯

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在量子物理学大师塞林格教授

带领下的科研小组里,潘建伟很快

崭露头角,1997年以他为第二作者

的论文“实验量子隐形传态”,被

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全球十

大科技进展。

但成为国际一流学者并不是潘

建伟梦想的全部。

第一次见到导师时,赛林格问

他:“潘,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

梦想是,在中国建一个和这里一样

的世界一流的量子光学实验室。”

追随梦想,潘建伟2001年回到

祖国,在中国科大与同学杨涛一起

组建量子信息实验室。

在基础极为薄弱的状况下,潘

建伟组织科研队伍、开展实验室建

设,同时与国际先进研究机构保持

密切联系。他“国内国外两边跑

”,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海

德堡大学等机构从事合作研究。

量子信息研究集多学科于一体

,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拥有不同学科

背景的人才。多年来,潘建伟一直

有针对性地选送学生出国留学,把

他们送到量子信息研究的优秀国际

小组加以锻炼。

近年来,这些年轻人悉数回国,

使潘建伟的量子研究团队得到了空

前壮大,一支特色鲜明、优势互补

的年轻量子信息科研队伍,在中国

成型、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们的成果多次入选“国际年

度十大科技进展”“国际年度物理

学重大进展”,十余次入选两院院

士评选的“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

国际领跑,抢占量子科技创新
制高点

以潘建伟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

科大科研团队,已使中国成为国际

量子信息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之一

。今年以来,他们连续实现多项重

大突破,使中国在量子信息多个领

域成为“国际领跑者”。

——今年5月,潘建伟团队在去

年首次实现十光子纠缠操纵的基础

上,利用高品质量子点单光子源构

建了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

的光量子计算机,实现了目前世界

上最大数目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

——今年6月,潘建伟团队宣布,

利用“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成功

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

缠分发。他们用严格的科学实证,回

答了爱因斯坦的“百年之问”。

——今年8月,潘建伟团队宣布

,“墨子号”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

现了从卫星到地面的量子密钥分发

和从地面到卫星的量子隐形传态。

至此,“墨子号”三大既定科

学目标均成功实现,为我国未来继

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和空

间尺度量子物理基本问题检验前沿

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兼具实用化

和科学意义。

“这标志着我国在量子通信领

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

的优势地位。”中科院院长白春礼

介绍,为我国在国际上抢占了量子

科技创新制高点,成为国际同行的

标杆,实现了“领跑者”的转变。

国家力量,为放飞“量子梦”
提供坚实根基

“墨子号”连续取得重大科研

突破,潘建伟团队牵头研制的全球

第一条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干线

“京沪干线”很快也将全线开通。

与卫星、地面站互联,不久后,人类

历史上第一个“天地一体化”的洲

际量子通信网络将见雏形。

“这是中国几代科学家经过长

期积累、共同努力结出的创新成果。

”潘建伟认为,经过几十年的持续积

累,我国已到了“创新爆发”阶段。

他把量子研究的突飞猛进归功

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以“墨子号”卫星为例:中科院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微小卫星创

新研究院、光电技术研究所、国家

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卫星的每一个部件都

凝聚了各个科研机构的心血。

“不同机构纷纷给我们提供所

需的基础元件,让我们的创新想法

有了很好的工程基础。我在欧洲、

美国、加拿大的同行,都曾有过这

样的科学设想,但没有这样的国家

全力支持。”潘建伟说。

潘建伟未来的目标还有很多:

构建“天地一体化”的广域量子通

信网络体系,形成具有国际引领地

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下一代国家

信息安全生态系统,探索对广义相

对论、量子引力等物理学基本原理

的检验……

“随着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

我相信量子通信将在10年左右时

间辐射千家万户。期盼在我有生之

年,能亲眼目睹以量子计算为终端

、以量子通信为安全保障的量子互

联网的诞生。”潘建伟说,“我相

信中国科学家们做得到。”

海归博士潘建伟：
科研雄心在祖国“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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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手机网民超7亿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建立在数据流量之上的。”长期在各地出
差的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居民张海军对笔者说，现在用手机来移
动支付、娱乐、社交成为生活常态，“特别是在OA软件上网络办
公，流量得全天开着。”今年，他办理了一款手机上网套餐，每月
流量无限量使用。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今年 6 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24 亿，
手机网络用户数占互联网用户数的比例提升至96.3%，两者加速重
合，移动互联网主导地位强化。同时，移动互联网用户带来了海
量流量的消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移动互联网累计流
量达88.9亿G，同比增长136.8%，预计年底将超过百亿G。“流量
社会”可谓名副其实。

其中，视频已开始成为流量消耗的主源、流量经济的爆发
点。据云合数据对影视剧线上播放情况的大数据统计，从去年第
四季度到今年第二季度，视频网站连续剧的有效播放量增长了近
20%，包括移动客户端的播放时长增长。“同时，用户看视频选择
的清晰度有走高趋势，这必然导致流量消耗增多。”云合数据CEO
李雪琳对本报表示。

此外，在大数据作用下，流量消耗背后的数据信息价值凸
显，流量经济内涵式发展成为“流量社会”的重要标志。打开

“淘宝”App，“猜你喜欢”“好店推荐”等推出常购商品，移动消
费服务更精准高效。

政策引擎添动力

业内人士指出，“流量社会”这一高速列车能够上路运行，离
不开国家利好政策环境、移动互联网产业链的动力支持，电信运
营商的良好通讯轨道以及市场认可度等各方面因素。2015年，国

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构建高速、
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中国基于互联网平台
的信息经济时代就此开启。

专家表示，移动互联网通过手机能随时打破时空局限，实现
信息资源联通，这为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新业态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

信息化建设大背景下，移动互联网产业火热发展。“给我十

年，记录这世界的喜怒哀乐。”这句话来自以二三线城市市场为定
位的快手视频分享软件企业CEO宿华。根据中国联通今年7月移
动应用 App排行榜，快手超过微信，在用户月均消耗流量排名中
位列第一。如今，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各类商家更加注重在内容与
服务上推陈出新、狠下功夫，吸引了大量用户，这些平台也因此
成为流量的巨大入口。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科技创新也是流量消费的关键突破口。
在3G、4G时代，电子通讯技术、网络传输能力和质量不断提升，
智能移动终端设备加速改良升级，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
日益成熟，从流量传输的起点至终点都在技术革新。

5G助推“万物联通”

4G 网络运行的今天，“流量社会”催生出很多新职业新业
态，众多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为广大移动通信用户提供了多
样化、个性化服务，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直播、闪送、创
客、网约车、共享单车……新职业应运而生，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创新打开了产业发展新空间，为无数创业者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
能。同时，餐饮业等传统行业将线上线下相结合，实现了转型发
展。

不仅如此，“流量社会”还进一步彰显了个体自主性，使每个
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汇聚中心和传播主体。李雪琳表示：“例如视
频这个双向消费形态，用户通过直播、微信等社交平台和软件可
以自己制作视频，这意味着网络社交门槛降低，用户成为流量生
产者。”

未来，使用 5G 这一新技术，公众能享受到的流量将是 4G 时
代的100倍。李雪琳指出：“朝着这个方向，今后‘流量’的社会
期待和行业要求会越来越高。通讯信号质量更高、速度更快、价
格更低廉，给人们带来更舒适方便的使用体验。”

“5G 时代是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物
与物，都将在这个庞大的流量世界里实现联通。”工信部通信司司
长闻库说。

事 件
新 闻

中国推开“流量社会”大门
杨俊峰 张 玥

早晨上班，用手机扫码骑一辆共享单车；中午，在百度外卖点餐；下班后，躺床上和闺蜜进行QQ

视频；闲暇时，利用微信做韩国化妆品代购。这是成都武侯区邢女士的一天，移动互联网与百姓生活

的联系日益紧密。

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超7亿，“流量族”规模庞大。“中国已全面步入‘流量社

会’。”工信部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佳宁说。“流量社会”标志着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到一个重要新阶

段，对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圈、产业结构、就业创业形态、大众生活方式等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新
华
社
发

今年是金砖合作的“中国时间”，
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将喜迎八方来
宾。前不久，以建筑和历史著称的厦
门鼓浪屿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厦门曾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现在同样是联接
世界的重要桥梁。

厦门会晤为何格外引人瞩目？有
何成果值得期待？如何开启第二个

“金色十年”？中国方案如何增强金砖
合作成色？这需要从本次会晤的主题
中寻找答案。本次会晤主题为“深化
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既有关注当下的脚踏实地，更有伏脉
千里的运筹帷幄。当然，这次会晤将
是又一次见证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共
识的重要时刻。

5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总揽全局，前瞻性
地提出一个又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倡
议和方案，如“一带一路”，发起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践行正确义利观，推动构
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球
伙伴关系网络等，收获了众多点赞。

5 年来，中国以主场外交为抓手，
以创新为驱动，积极运用议题和议程
设置的主动权，让中国方案转化为国
际共识，引导会晤形成具有开创性、
机制性的成果，书写了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斑斓画卷，展示了中国锐意进
取的坚定意志，拓展了中国与世界的
共同利益。

今 天 的 中 国 宛 如 一 块 “ 超 级 磁
石”，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中国实现
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既包括中国
硬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又包括以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中国方案
为代表的软实力的同步提升。两者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托举中国的
强势崛起。中国方案广受青睐，根本
原因在于人们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是成功的实践，中国的发展
道路是成功的道路，这就是中国方案
的底气。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国际格

局加速变化，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
一方面，新兴力量的崛起，有助于国
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另一方面，世
界充满悬念，西方越来越担忧辉煌不
再，或滑入“后西方”时代，因此不
惜祭出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武器，
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作
为“南南合作”重要平台的金砖机制
走向备受关注，而中国对此机制未来
发展的引领作用就更显关键。

面对国际上一些唱衰“金砖”的
声音，金砖国家尤其需要增强信心。
作为东道主，中国将本着“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与各方
加强沟通，大力倡导深化合作、推进
机制建设，通过“金砖+”模式扩大
朋友圈，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世
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研究员）

从中国方案到国际共识
■ 阮宗泽

厦门，准备好了！

厦门是一座面向大海的海滨城市厦门是一座面向大海的海滨城市，，
生态环境优美生态环境优美，，曾获得国际花园城市曾获得国际花园城市、、
联合国人居奖等多项荣誉联合国人居奖等多项荣誉。。图为一艘快图为一艘快
艇从厦门演武大桥附近海面驶过艇从厦门演武大桥附近海面驶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王建华摄摄

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厦门举行，这座海上
花园城市已准备好以靓丽的风采迎接全球嘉宾。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的厦门鼓浪屿以其
风格迥异、中西合璧的建
筑，富有特色的商铺吸引
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图为
一对父子在鼓浪屿街边休
息。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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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化和减少的日本，机器人已无所不在，现在就连主持丧葬服务的佛教僧人

都可能被机器人取代。

日本Nissei Eco公司最近为软银机器人“胡椒”(Pepper)写了一个诵经的软件，并在

日前在东京举行的国际丧葬业展览上向公众推介这项服务。

只见“胡椒”身披僧袍，一边敲着木鱼，一边以机械化的声音诵经。Nissei公司说

，请胡椒主持葬礼只需5万日元，比请一名僧人的24万多日元便宜许多。

不过，至今还未有人请“胡椒”主持葬礼。

机器人披袈裟敲木鱼要干啥？
诵经超度 收费便宜

英国伦敦塞尔福里奇百货近日开始售卖一款售价99英镑的豪华冰激凌。这款冰激凌

子所以卖这么贵，除了用料、制作讲究外，还因为它在“凹造型”的时候用到了金箔。

据介绍，塞尔福里奇百货携手知名主厨，推出了这款圆筒冰激凌。这款冰激凌每个

重350克，现点现做，而且耗时耗工，据说要4个半小时才能做出一个。

这款冰激凌包括两个口味，一个是芒果、姜、百香果，另一个是浓郁巧克力。冰激

凌搭配着风味酱，还装饰着可食用金箔和覆盆子马卡龙。蛋筒上则裹着黑巧克力和金色

巧克力珍珠。

“土豪”冰激凌可能谁让很多人的荷包大呼“受不了”。没关系，塞尔福里奇百货的

甜品站也出售普通冰激凌，每个售价4.9英镑。

英国推99英镑豪华冰激凌
用金箔“凹造型”

上月底，英国切斯特动物园里世上最小猴子——侏儒狨猴诞

下一对双胞胎。

刚出生时，这对双胞胎仅15克，最近才长到可供游客观赏的

大小。作为世界上最小的猴子，他们成年后也只能长到5英寸(合

12.7厘米)高，与人的中指差不多大小。

不过，侏儒狨猴宝宝虽然看起来很迷你，但实际上体重达到

了妈妈的百分之十，相对来说不算很小。

尼克•戴维斯博士介绍，妈妈生下双胞胎后，除了定期喂食

外，照顾小家伙们的任务则落到了爸爸身上。人们经常看见爸爸

带着两个小家伙，而妈妈则在旁边享受着“应得”的休息。

据悉，侏儒狨猴原产于亚马逊河流域，常见于南美洲的雨林

里，因野外环境以及人类的捕捉而面临生存威胁。

世上最小猴子生下双胞胎
妈妈休息爸爸来带娃

近 日

， 美 国 加

州 一 名 青

少 年 企 图

从 墨 西 哥

边 境 走 私

一 只 雄 孟

加 拉 国 虎

幼 兽 到 美

国 ， 事 情

败 露 后 被

警 方 逮 捕

。

据 报

道 ， 现 年

18 岁 的 刘

易 斯 • 尤

多 罗 • 瓦

伦西亚(Lu-

is Eudoro

Valencia)被以走私动物至美国罪

起诉。警方在座车地板上发现老

虎宝宝。

据悉，他在23日早晨穿越加

州边境城市奥塔伊梅萨(Otay Me-

sa)时被捕。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

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将老虎宝宝暂

时收留。

刘易斯说，他花了 300 美元

购买这只老虎宝宝，交易当时卖

家正在墨西哥的城市蒂华纳(Ti-

juana)街头遛一只成年老虎。

事后，圣迭戈动物园的兽医

对老虎宝宝做了全面的检查，宣

布它的健康状态良好。

根据动物园网站上首席兽医

吉姆•奥特修斯(Jim Oosterhuis)的

说法：“它的心脏、肺和血液状

态良好。它喝了一瓶奶，这是它

将会成长茁壮的良好讯号。”

“我估计这只幼兽有五到六

周大，体重稍微超过六磅，它快

长牙齿了，未来一两周应该会看

见牙齿长出来。”他说。

据悉，老虎宝宝现在被动

物园人员看管，与其他动物隔

离。所有品种的老虎都在濒危

动物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中。进

口所有濒临绝种动物到美国都

必须经过许可。

少年偷运小老虎回国被捕

(記者高思/休斯頓報道) 近日哈維颶風的強力肆
虐讓很多人都心生陰霾，本地的許多活動也紛紛取
消。如今哈維終於離休斯頓而去，陽光也再次帶來
乾燥的氛圍。目前正值勞工節長週末，民眾如果想
出城遊覽散心的，可以參考以下地方：
1. Big Bend National Park

喜愛自然風光的民眾可以組團前往Big Bend國
家公園踏青。 Big Bend國家公園位於德州西南部，
佔地801,163英畝，與墨西哥僅一河之隔。集沙漠、
河谷和群山於一體的壯麗風景、豐富的野生動物和
富有特色的邊境文化每年吸引30萬左右的遊客前往
。這裡的夜晚同時也是觀看銀河和滿天繁星的絕好
地點。

電話：(432) 477-2251
地址：Big Bend National Park, TX
住宿：園內有Lodge，需提前預定。也可露營或

住在園外鎮上。
溫馨提示：目前Rio Grande Village露營地因維

修關閉，要10月31日才會重新開放。
2. 德國小鎮Fredericksburg

Fredericksburg位於奧斯汀以西，聖安東尼奧以
北，是德州主要的德國移民聚居地。市中心鱗次櫛
比的精品小屋和飯店美食均充滿濃濃的德式風情。
此外，Fredericksburg週邊還是德州著名的酒莊區，

每個酒莊的風格和氛圍都各不相同。在勞工節期間
，許多酒莊都有相應活動，具體可上官網查詢。

地址：Fredericksburg, Texas 78624
290酒莊官網：https://www.wineroad290.com/

3. 白沙公園
想要體驗美國西部粗獷狂野的沙漠風光的朋友

一定要去一次位於德州西北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
公園。放眼望去，一整片的純白與寬廣，讓人心生
寧靜，完全融身於大氣的自然風光中。遊客還可以
在visitor Center租滑沙的板，享受純白世界的冒險
。

地 址 ： White Sands National Monument，
New Mexico

官網：https://www.nps.gov/whsa/index.htm
4. San Marcos

因為颶風過境，很多道路都已被封鎖，湖邊海
邊也變得不太適合，不如就趁著勞工節去San Mar-
cos掃貨吧！ San Marcos有美國第二大奧特萊斯，
聚集200多家品牌店，規模大，折扣高。此外，您還
可以順道去聖安東尼奧，逛野生動物園、看鐘乳石
溶洞、玩鏡子迷宮。

因為颶風的影響，很多道路被封，請出行的朋
友註意提前查看線路和天氣，祝您度過一個愉快的
小長假。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哈維重創休士頓，重
建之路長路漫漫，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希望透過提
供學生免費營養餐補助，來減輕颶風哈維帶給社區重
建的困難度。

學區週三宣布，做為國家學校早餐及午餐計劃，
所有HISD學生將在2017至2018學年度，一整年每
天可收到三分免費餐點。

休士頓獨立學區要求所有學生填寫免費申請表，
該申請表可在mealapps.houstonisd.org查閱。填表

資訊可幫助學區確保和追蹤需要幫助的學生資料與數
據。

這項免費營養餐補助會在學年開始實施，持續一
整年。

休士頓獨立學區總監Richard Carranza表示，這
項營養餐補助可讓學生家庭專心重建他們生活上，減
輕負擔。也讓學生能回歸正常飲食，每天有三份營養
攝取。

休士頓學區提供免費營養餐休士頓學區提供免費營養餐 幫助學生重建家園幫助學生重建家園

為幫助災後重建為幫助災後重建，，HISDHISD學生可獲得免費學年營養餐學生可獲得免費學年營養餐。。

勞工節短途旅行
三天小長假去哪裡？

Big Bend National ParkBig Bend National Park。。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德國小鎮德國小鎮。。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白沙公園白沙公園。。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San MarcosSan Marcos暢貨中心暢貨中心。。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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