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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
國路透社
8 月 31 日
報 道，一
項針對對

房地產市場的調查顯示，受新屋稀缺、利率低和
需求穩定增長的推動，美國房價預計將在2017、
2018兩年累計上漲10%。

報道稱，路透社在8月17日至30日對房地
產分析專家展開調查，接受調查的專家中，超過
四分之三的人表示，未來兩年內，美國的住房擁
有率不斷攀升，而在2016年，美國的住房擁有率
還處在40年來的低水平。

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房地產市場從樓市危
機中的穩定復蘇預計將持續下去。樓市危機最
初是在10年前開始的，當時房屋價值縮水近三
分之一，失業率飆升。報道稱，最新的調查與一
系列疲軟的住房數據相吻合。7月份，美國房屋
轉售率降至近一年來的最低水平，儘管房屋借

貸成本大幅下降，但房屋仍出現長期短缺。住房
成交量的降溫並不是因為人們需求下降，恰恰
相反，而住房供應出現了瓶頸。

英國凱投國際宏觀經濟諮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房地產經濟學家馬修•波因頓
（Matthew Pointon）說：“最近抵押貸款利率下最近抵押貸款利率下
降並沒有提振房地產市場，這正
是由于嚴重的庫存不足導致的。
2017年，房屋庫存水平很難改善、
房屋的銷售量可能不會有什麼增
長。而且，價格將被抬高。”

報道稱，儘管美國房價已從
金融危機中恢復，失業率也已降
至16年來的低點，但美國住房庫
存僅為2007年危機初始時峰值
水平的一半。房屋庫存已連續下
降26個月，房價不斷上漲。最新
數據顯示，與2016年同期相比，7
月美國房價上漲了6.2%。

調查顯示，到2018年下半年之前，房屋銷售
預計將達到經季度性調整後的年增長率，預計
越有560萬套房屋售出。但較2005年的峰值相
比，仍下降了超過20%，這意味著房屋短缺將持
續存在。（據環球網）

調查調查：：
美美國房價持續上漲

數據顯示，7月美國房價同比上漲了6.2%

因供應受限因供應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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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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170902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全國平均租金水平全國平均租金水平

美國人做了什麼美國人做了什麼？？
竟然讓房租價格不再上漲了竟然讓房租價格不再上漲了

多戶型住宅建設處于歷史高點多戶型住宅建設處于歷史高點

房租同比下滑的美國城市房租同比下滑的美國城市

租金最高和最低的前租金最高和最低的前1010大城市大城市((截至截至20172017年年77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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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170902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銀行放寬房貸銀行放寬房貸 新一輪泡沫新一輪泡沫？？

路人走過蒙特利公園市一個待售房屋的牌子路人走過蒙特利公園市一個待售房屋的牌子。。美國房美國房
價在近三年來以最快的速度上漲價在近三年來以最快的速度上漲，，引發了對房地產過引發了對房地產過
熱的擔憂熱的擔憂

全美房價近年來一直持續增長，今年6月洛縣住房中價已
達到了近57萬美元。同時，房貸利率雖仍處于歷史低點，但自從
川普總統上臺後也開始提高。為應對這種情況，房貸行業正在放
寬房貸條件，向客戶提供更多購房選擇。

房貸行業數據公司Inside Mortgage Finance的出版人謝
卡拉（Guy Cecala）說，房貸機構正在放寬貸款標準，因為他們擔
心房價和貸款利率的增加會使他們失去生意。他說，如果生意減
少20%，就要想辦法彌補這部分業務。

由政府控制的房貸巨頭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
（Freddie Mac）正在開發鼓勵買房的新項目。這兩家機構並非
直接提供貸款，而是從放貸者手裏購買貸款，來保持市場流通，
因此其房貸標準的任何變化都會對房市產生重大影響。

降低首付比例的潮流
在泡沫期，借貸者經常是零首付就可以獲得貸款。而泡沫破

滅後，首付額度的標準開始從緊，聯邦規劃者要求首付比例不得
低于房價的20%。以今年6月洛縣中價房為例，20%的首付款就
是11.38萬美元。

過去，想申請低首付項目的借貸者，通常都會去聯邦
住房管理局，該機構提供3.5%首付的選擇，但要求貸款者
為貸款期購買昂貴的貸款保險。

如今，購房者的貸款選擇變多了，但借貸者必須有良
好的信用分數。

這一趨勢始是從2014年開始的。當時房地美和房利
美宣布提供3%首付的選擇，但許多大銀行當時仍持懷疑
態度，美國銀行總裁Brian Moynihan那時說，他的公司不
想參與這樣的項目。

大銀行也提供3%低首付
但他這話還不到兩年，美國銀行開始與房地美合作，提供

3%的首付選項；而全美最大的貸款機構富國銀行去年也開始與
房利美合作；摩根大通現在也提供3%的首付項目了。據《洛杉磯
時報》報導，房地美可負擔貸款部門副總裁Danny Gardner說，
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人來貸款。

在全美大部分地區，3%首付最高可貸42.4萬美元，其中也
包括加州。

美國銀行的一位發言人說，在與房地美合作6個月後，該行
撥給可負擔貸款項目（Affordable Loan Solution Program，允許
首付3%）資金的年總額從5億美元調增到了10億美元。

有些房貸項目首付更低
今年，房利美開始試點一些非銀行機構的貸款，允許首付低

于3%。這些項目要求借貸者有3%資產（Equity），由放貸者墊錢
給貸款人以達到貸款門檻，但借貸者最終不能通過高費用或高
利率（比如高于目前30年定期貸款利息3.9%）來還這筆錢。

而另外兩家貸款公司，聖地亞哥Guild Mortgage和密西根
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的試點項目則提供1%的首付選擇
；另一家貸款公司Movement Mortgage的試點項目更是允許借
貸者零首付。

房地美也允許1%的首付選擇，由放貸者墊付2%。但該機構
上個月宣布，將從11月起停止該選擇。不過，如果借貸者是使用
家庭貸款或政府項目的資金來達到3%門檻的，仍然可以1%首
付。

Guild貸款公司的資本市場副總裁David Batta-
ny說，該公司推出1%的首付選擇，是迫于競爭壓力，
因為很多貸款機構提供非常低的首付選擇，特別是
在加州。他說，他們如果不這樣做，就會損失生意。

1%首付在熱門城鎮買房
Guild的低首付貸款項目受到了很多人歡迎。比

如，酒商布蘭查德（Mark Blanchard）和他的護士妻
子，就是通過該項目買下了索莫納縣（Sonoma）
Healdsburg的住房，該地區是技術工人購買第二住
房的熱點地區。

如果要支付20%的首付來買房，夫婦倆就基本
要拿出他們所有的積蓄。而今年，他們使用Guild公
司的貸款項目，就買下了該套距離市中心很近的40
多萬美元的三臥排屋（Townhouse）。

38歲的布蘭查德說，他的很多同事都很驚訝他
能在該市買下這樣一套住房。

另一個房市泡沫？
不過，房貸機構這些做法已經引發了擔憂，批評者擔心降低

首付比、提高貸款額度等做法會導致房市再次出現泡沫。
在上個10年泡沫中，放貸者經常不要任何證明文件就貸出

款項，借貸者還款初期還能繳很低的月供讓貸款本金餘額增多
（Negative Amortization），都沒關係。

而現在，依據Dodd-Frank法案規定，放貸者必須確保借貸
人有能力償還貸款。許多借貸機構的貸款標準甚至比房利美和
房地美更嚴格。

城市學院（Urban Institute）的Laurie Goodman說，據該學
院的指數，如今的貸款風險比2000-2002年貸款標準較合理時
期還要低。

謝卡拉說，放貸者和房地美及房利美只是在放鬆一些邊緣
條件，以幫助更多人獲得貸款，例如允許更高的債務收入比，但
同時要求很高的信用分數。

他說，過去，是方方面面都在放寬標準，現在只是放鬆了一
點點。

謝卡拉還強調，泡沫時代風險最高的貸款並非由房地美和
房利美購買或擔保的，而是與無擔保能力的抵押支持證券捆綁
在一起。他說，他預期除非投資者再次青睞這些金融產品，否則
是不會出現寬鬆貸款標準的大潮的。

他說，房利美和房地美會采取負責任的方式來放寬信用和
安全標準。(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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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裏達州邁阿密郡佛羅裏達州邁阿密郡、、布勞沃德郡布勞沃德郡、、棕櫚灘棕櫚灘

I/房地產專日/170829C簡 上 房地產現況

當地時間8月22日，美國財政部下屬金融犯罪執
法網絡（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簡稱
FinCEN）在其官網上發布通報，宣布修訂“特定地區指
令”（Geographic Targeting Orders，簡稱GTOs），旨在
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洗錢活動，並新增檀香山為該計劃
覆蓋的新增城市，同時還擴大了該計劃涉及的交易範
圍。

據澎湃新聞報道，該通報還指出，修訂GTOs、擴大
監控的範圍，是為了響應最近通過的《以制裁反擊美國
敵 人 法 案》（Countering America ’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當地時間 8 月 2 日，特朗普
簽署《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該法案將針對俄羅
斯、伊朗和朝鮮進行新的制裁，而其中首當其衝的打擊
對象就是俄羅斯，各界也公認這是對俄羅斯的新一輪
制裁法案。

GTOs始于2016年3月，今
年2月已延長過一次，本應于
8月22日到期，該計劃要求產
權保險公司核實在紐約市、洛
杉磯、舊金山、聖安東尼奧、聖
地亞哥、邁阿密等大城市及市
郊全現金購買豪華物業的有
限責任公司的實際所有人。上
述指令指出，鑒于最新頒布的
《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
（Countering America ’s Ad-
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FinCEN 應該擴大 GTOs
的覆蓋區域，于是將夏威夷的
檀香山市縣新增到監控區域
內。

指令覆蓋的交易範圍要
求體現出以下特點，首先購買
實體為法律實體。其次購置的
是住宅，並標注出覆蓋區域內

不同地區的購買價格的警示範圍：

1. 德克薩斯州貝克薩爾郡
購買總價≥50萬美元

2. 佛羅裏達州邁阿密郡、布勞沃德郡、棕櫚灘
購買總價≥100萬美元

3. 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皇后區、布朗克斯區、
史坦頓島
購買總價≥150萬美元

4. 加利福尼亞州聖迪亞哥、洛杉磯、舊金山、
聖馬特奧、聖塔克拉拉
購買總價≥200萬美元

買房洗錢買房洗錢

上 德克薩斯州貝克薩爾郡德克薩斯州貝克薩爾郡

看美國如何擴大監控範圍看美國如何擴大監控範圍

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皇后區皇后區、、布朗克斯區布朗克斯區、、史坦頓島史坦頓島加利福尼亞州聖迪亞哥加利福尼亞州聖迪亞哥、、洛杉磯洛杉磯、、舊金山舊金山、、聖馬特奧聖馬特奧、、聖塔克拉拉聖塔克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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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紐約市曼哈頓地區
購買總價≥300萬美元

6. 夏威夷檀香山
購買價格≥300萬美元

再次，購買時沒有借助銀行貸款或是其他
融資方式，或者是通過銀行本票、保兌支票、旅
游支票或是個人支票等轉帳方式。

作為數據收集工作的一部分，FinCEN還宣
布將監控範圍擴大到了電匯等交易。要求美國
的產權保險公司識別出在以上地區內購買地產
的殼公司背後的自然人。

同日，FinCEN還發布了通告，向金融機構

和房地產行業提供如何識別與房地產交易相關
的洗錢風險信息，包括通過殼公司購置豪華物
業，尤其是不用傳統的交易方式購買。這些交易
被犯罪販子用來洗錢，以掩蓋他們的真實身份。
通報中還舉出了實例以供金融機構和產權保險
公司甄別：房地產經紀人Anthony Keslinke2016
年因欺詐和洗錢被控罪。Keslinke在2011至2014
年間利用“稻草買家”（straw buyer），以全額現
金購買北加州的房地產，再轉售出去，從而獲得
巨額回報。

Netflix劇《黑錢勝地》，講述了一位理財師
Marty Bird為毒梟洗錢的故事，劇中展現了現金
是黑錢“洗白”的主要方式。
以下為通報全文：

華盛頓—金融犯罪執法網絡（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
簡稱FinCEN）今天宣布修訂“特
定地區指令”（Geographic Tar-
geting Orders，簡稱GTOs），要求
美國的產權保險公司識別在美
國7個地區內購買地產的殼公司
背後的自然人。因為最近的《以
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案》，金融
犯罪執法網絡修訂GTOs以擴大
監控的交易範圍，覆蓋的交易包
括銀行電匯，監控區域
也將擴大，夏威夷檀香
山市郊內的交易行為也
將在監控區域內。

此外，FinCEN 今天
還發布了通告，向金融
機構和房地產行業提供
與房地產交易相關的洗

錢風險信息，包括通過殼公司購置
豪華物業，尤其是不用傳統的交易
方式購買的情况。犯罪分子通過這
樣的交易來洗錢，並掩蓋他們的真
實身份。通報提供了如何檢測和向Fin-
CEN報告這些交易的信息。

通過該報告以及與私營部門的其他合作，
FinCEN、行業和執法機構將能更好地保護房地
產市場免于淪為不法分子的洗錢工具。FinCEN
代理主管Jamal EI-Hindi說，“FinCEN也感謝國
會修訂GTO，讓FinCEN能夠進一步采集信息，
抵制潛在的犯罪行為。”

2016年1月，FinCEN簽發GTOs，要求美國的
產權保險公司上報包括殼公司在內的、用以購

置曼哈頓和邁阿密地區豪華物業的法人背後的
實際所有人信息，尤其是沒有使用銀行貸款，或
是有使用支票或類似方式購置豪華物業的殼公
司。2016年7月和2017年2月，FinCEN重新簽署
GTOs，將紐約市的所有區域、邁阿密城區的兩個
郡、加州的五個郡（包括洛杉磯、舊金山和聖迭
戈）、德克薩斯包括聖安東尼奧在內的郡納入覆
蓋區域。

FinCEN數據顯示，
在 GTOs 覆蓋範圍內上
報的房地產交易中，有
大約30%的實際所有人
或是購買者代表同時也
參與此前某個可疑行動
。這也印證了FinCEN對
殼公司全額現金購買房
地產行為的質疑。此外，
從執法部門的反饋來看
，報告早于實際的犯罪
調查。這說明，GTOs 的
延伸版將進一步幫助執
法部門，同時也有助于
FinCEN 未來進一步評
估和反擊洗錢行為。

FinCEN 很 感 激 產
權保險公司與美國地產
協會協助保護房地產市
場免于淪為不法分子的
洗錢工具。
（取材僑報網）

I/房地產專日/170829C簡 下 房地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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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上上))
在美國看病似乎是一件讓人望而

生畏的事，許多人覺得很難，預約醫生
要等很久，醫療費也很貴，華人看病語
言也是障礙。真是這樣嗎？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的一
篇文章讓我們再次關注美國的醫療問
題。文章稱，在美國看病，候診室等待
的時間取決於病人居住在哪裡。從急
診室到皮膚科再到一般的科室，上千
萬的調查數據顯示，2015 年就診等候
時間最短五個州分別是: 1.新罕布什爾
州，平均等候時間為13.25分鐘，2.威斯
康星為13:29分鐘，3.緬因州為13:37分
鐘，4.華盛頓州為13:52分鐘，5.南達 科
他州為14:16分鐘。等候時間最長的州
為：1.阿拉巴馬州，平均等候時間為21:
12分鐘，2.密西西比為21:02分鐘，3.西
弗吉尼亞州為 20:29 分鐘，4.阿肯色州
為20:05分鐘，5.內華達州為20:03分鐘
。

除各州的情況之外，在各城市之
中，華盛頓州的西雅圖（Seattle）、威斯
康星州的密爾沃基（Milwaukee）以及明
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是等候時間最短的三個城市。
除候診時間，我們對於美國就醫情況
有多少瞭解呢，聽聽僑報網的解答吧。
1 美國看病貴嗎？普通美國人看不起病
嗎？

對於這個問題，簡單的回答是：對
於美國正常收入老百姓來說，大體是
可以負擔的。美國大部分老百姓都有

醫療保險，奧巴馬的全民醫保計劃的
意思是以後每個人都要有醫療保險。
如果你買不起，政府可以給你買。但保
險本身，還是各個保險公司在運行。
美國的醫療保險種類很多，便宜的保
險只能報銷最基本的治療，貴的保險
還可以報銷高級現金的康復型治療。
2 美國看病一定要通過家庭醫生嗎？

答案是不一定，取決於患者的保
險類型。很多保險都允許你直接去綜
合性醫院看病。但是找個家庭醫生，對
大部分患者來說好處比較多。

找家庭醫生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報
銷比例高，如找家庭醫生，保險公司付
60%，直接去保險公司的簽約醫院，保
險公司付40%，直接去保險公司的非簽
約醫院，保險公司付20%。
除費用外，選家庭醫生對治療也有好
處。家庭醫生都是全科醫生，也許有的
病他不能治，但可以告訴患者接下來
應該去找哪方面的醫生來看，還可以
幫助約下一步的診療，免去了病人自
己做功課的麻煩。
3 在美國看病預約時間長嗎？

找家庭醫生看病是需要預約的，
特別是口碑好的家庭醫生，每天都排
得很滿。趕上患者多的時候，預約到幾
周以後是很常見的事情。不過，如果特
別著急，跟家庭醫生說明情況之後，醫
生一般也會做加急處理。

一般來說，一個區域都有很多醫
生可以選，如果一個醫生排隊太長，還

可以再選別的醫生。
同時，由於病人都是固定的，
醫患雙方和醫生比較熟悉，看
起病來效率也比較高。
4 家庭醫生都能看什麼病？醫
生下班了，要急診了怎麼辦？

家庭醫生的診所都不大，
基本就是個分診和簡單治療
的作用。確實，在家庭醫生的
診所裡，很多診療都不能做，
需要轉診。即便是做個體檢，
驗血驗尿也很可能要去另一
個體檢中心。
體檢中心的工作時間通常比
診所長，可能是因為需要空腹
驗血的緣故，很多早上6:00就
開門了。

大醫院多半都是有急診
科的。同時，美國每個城市基
本上都有名為緊急中心的醫
療機構，一旦夜間有緊急但又
不是太大的問題，可以去那裡
就診，比如半夜卡了魚刺之類
。只要買了保險，多數情況下
都可以報銷。

不過，即便有保險，急診
的費用也比門診高。而且，非
緊急情況，醫生也不會給你接
診。
5 美國掛號費200美金是真的
嗎？

不一定，每個醫生的掛號
費都不同。普通的醫生如
果你付現金，通常是幾十
美元——取決於該醫生的
市場價格。
如果走保險，賬面上的價
格可能會是一兩百美元，
保險公司付一部分，患者
自己付一部分。根據保險
不同，雙方支付比例也不
同。對於便宜的保險來說，
通常第一種方法還更划算
一些。
6 美國醫療條件怎麼樣？

美國家庭醫生和很多私
人專科醫生都是小診所，一般都比
較溫馨舒適，放著輕音樂，擺著鮮花
。打電話預約好了，按照規定時間到
診所，在前臺等一小會兒就能看上
病了。醫生和患者都認識，對患者的
情況都很瞭解，溝通過程也會很順
暢。前臺護士只要不忙，還會跟患者

聊聊天。
越貴的診所會客室條件越好，絕

對是一分價錢一分貨。
公立大醫院也都乾乾淨淨，由於家庭
醫生和保險公司共同起到的分診作用
，大醫院裡的患者也不多。
7 美國醫生水平高嗎？

總體來說，美國的醫生職業素養

確實普遍比較高。首先美國醫生的說
話方式都很講究，患者基本不會從他
們嘴裡聽到令病人不舒服的語言（當
然個別極品肯定是有的，但總體來說
都不錯）。從學歷來看，美國的醫生必
須是博士畢業，從業標準非常高。能授
予醫學博士頭銜的大學，個個都是名
校。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905B 簡上



0906 to 10/05

美國生活 AA77星期一 2017年9月11日 Monday, September 11, 2017

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在美國看病與你想像的不一樣((下下))

8 美國的大醫院多嗎？
這個答案可以為是，特別是從接

診量來比更是這樣。但需要解釋一下
的是，美國是個人主義傾向型社會，大
家都喜歡有獨立空間，只要有條件就
都住的比較遠。這種鋪開了的生活方
式就導致他們人口密度高不起來。
9 美國有醫鬧嗎？

在美國不僅是沒有醫鬧，大部分
“鬧”們都沒什麼市場。因為病人或家
屬一旦開始鬧，對方就會報警。美國出
警很快，警察權力很大，必要時甚至真
的可以開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
都學會了有理不在聲高和以德服人。

而從利害關係看，對於美國醫生
來說，病人都是客戶，都是收入的直接
來源，所以醫生自然也不會去得罪客
戶。
10 英文不好怎麼與醫生溝通？

在華人多的城市，想找到一位中
文好醫生還是可以實現的。否則看病
時最好事先準備一下，或帶上一位英
文好的朋友做翻譯。另外，在一些大醫
院，為患者提供免費翻譯是他們的義
務，你可以儘管提出要求。
11 美國的藥費高嗎？

很高，小小一瓶抗癌藥能賣好幾
萬美元，其他檢查費用等等都非常貴。
唯一的好處就是美國醫藥分離，所以
醫生不靠賣藥掙錢，不會給你開很多
你用不著的藥。

12 美國醫療
哪兒最好？

美國醫療
最好的部分
就是醫生的
待遇。在美國
，醫生的社會
地位很高，合
法收入也足
夠豐厚和穩
定。即便是最
普通的家庭
醫生，收入也
遠遠超過一
般中產白領。

在 美 國，
說一句醫生
是金飯碗也
不為過。不過
，在這金飯碗
的背後，是極

為嚴格的考核和個人信譽制度。在美
國，一個醫生的培養需要十年，千辛萬
苦取得行醫執照以後，還要接受非常
嚴格的財務和行為監管。一旦犯錯，辛
辛苦苦取得的行醫執照就會被吊銷。
13 美國醫生會見死不救嗎？

在美國，任何醫院膽敢將病人拒
之門外，自己就得關門；任何醫生膽敢
將病人棄置不顧，自己就得捲舖蓋。

美國聯邦政府將告示貼在醫院大
門口及地方衛生院門口，明文規定醫
院不得因種族、性別、膚色、宗教、貧富
等等原因，而把病人拒之門外，必須給
予及時治療。

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話，卻
不無道理：只要患者是美國公民，政府
不怕你吵，不怕你鬧，就怕你窮。

來看一個“見死不救”的案例：
1998年5月在芝加哥，一個15歲男孩
打籃球時，肚子上中了幫派互鬥的流
彈，被朋友護送到離醫院十來米處，因
失血過多而休克。朋友跑到醫院急診
室求救，值班者卻回答：醫院規定他們
不能擅離急診室出外救人。最後當兩
名警察把男孩抬到急診室時，他已經
死了——從中彈到死亡，共一 個半小
時。

乍看這也是見死不救，但這些不
肯出手施救的急診人員顧慮的是“違
規”，並不是“無錢”。這樁芝加哥事件
發生後，時任美國總統的 克林頓親自

寫信給該院院長提出譴責，聯邦政府
保險終止了和該院的合同，使該醫院
幾乎停業；急診值班員也被起訴，差點
兒鋃鐺入獄。由此也可映射出美國用
制度 和法律制約了見死不救的行為，
而不是僅靠行醫者的道德。
14 美國窮人看病不花錢嗎？

美國窮人吃醫療“免費午餐”的最
主要方式是申請由政府提供的醫療保
險，主要包括“醫療照顧計劃”（Medi-
care）和“醫療救濟計劃”（Medicaid）兩
種，前者由聯邦政府出資，後者主要由
州政府出資。

美國政府早在 1965 年就開始向
本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免費提供這兩
種醫療保險。只有三種人有資格申請

“醫療照顧計劃”，他們包括65歲以上
的老年人、終身殘 障者及其家屬和晚
期腎病患者。“醫療救濟計劃”主要針
對 5 類人：孕婦、兒童、18 歲以下的青
少年、65歲以上的老年人、殘疾人，申
請者的年收入必須低於聯 邦政府公
佈的貧困線標準。

一旦得到政府提供的這兩種保險
中的任何一種，申請者的絕大部分醫
療費用將全部由聯邦政府和地方州政
府掏腰包。據統計，目前享受上述兩種
醫療保險的美國人約有近億。
如 果未能得到上述兩種免費保險，美
國窮人還可以考慮申請其他一些地方
性的免費保險計劃。美國每個州都向
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名目繁多的免費保
險計劃。以首都華盛 頓為例，“哥倫比
亞特區醫療聯盟”是一個著名的免費
醫療保險計劃，該計劃由華盛頓市政
府、華盛頓市各大醫院和一些商業性
的保險公司聯合出資成立。

加入該計劃需要具備三個條件：
哥倫比亞特區的合法居民；沒有任何
醫療保險；家庭年收入低於聯邦政府
確定的家庭貧困線以下200％。如果具
備這三個條件，任何人，哪怕是外國公
民，都可以向“哥倫比亞特區醫療聯盟
”提出書面申請。

一旦申請得到批准，病人可以在
該聯盟指定的醫院和診所免費看病，
到指定的藥店免費拿藥，住院費用全
免，連住院期間的伙食費都能報銷。孕
婦可以在指定醫院做免費的孕前孕後
體檢，生孩子的費用也全部由聯盟負
責。該聯盟的會員還可以每半年免費
洗一次牙，免費做一次牙齒矯正手術。

15 家庭醫生的管理機制是怎麼的？
美國有著長達 11 年的周密的家

庭醫生培養制度、嚴格的准入制度和7
年一個週期的全部家庭醫生不分年齡
、不論背景，重新考試，合格者繼續從
業、不合格者吊銷執業資格的“嚴酷”
淘汰制度。美國的醫療和保險體系，是
圍繞著社區組織體系，主要治療發生
費用由醫療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險供應
商支撐。家庭醫生是整個美國社會以
防為主，圍繞著家庭保健組織的醫療
和保險體系的核心。家庭醫生與有消
費能力的個人醫療消費，通過市場經

濟的原則自由搭配，優勝劣汰，保證了
美國基本醫療價格供應相對低廉，以
及相對可靠的質量保證。

同時個人消費者掛靠穩定服務的
家庭醫生，要確保了病人健康跟蹤的
可持續性，美國家庭醫生數量占醫生
的80%以上。
因為有家庭醫生這個關鍵的環節，因
此美國真正高昂的治療費發生和轉診
時，就能做到有的放矢。依靠家庭醫生
的專業顧問水平，避免成為大醫療中
心博羿的“弱勢人群”。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905B 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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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現的美國“漢語熱”，激起了國人許
多莫名地自豪感。但是，如果美國的教育，總體
上根本就不重視外語，那麼漢語再熱，能熱到什
麼程度去呢？

美國人並不熱衷學外語
壹般都知道美國的外語教育要求很低，這

實際上也是美國教育界一直在痛心疾呼的壹個
問題。

要求低到什麼程度呢？美國的高考（SAT）
有三部分：Critical Reading（批判性閱讀、通譯

“閱讀”），Quantitive（量性分析，通譯“數學”）和
Writing（寫作），并沒有外語內容。

如果大學入學不要求，是不是中小學就可
以不學了呢？美國對於義務教育的管理，權限在
各州。對美國有所關註的讀者自然不難演繹出
壹個邏輯結論，就是“因州而異”。那是自然的，
美國的事情壹到了各州的層面，是很難一刀切
的。

那麼，美國50個州裏，會不會存在不做任何
外語要求，學生就可以高中畢業、完成義務教育
的情況呢？在如今的現代化社會裏，在教育投入
如此巨大、水平如此高的美國，不可能不學任何
外語就能高中畢業吧？

但是，美國就是有30個州的義務教育沒有
外語要求！

這 出自壹個由各州外語教育負責人組成的
全國性委員會（NCSSFL）在2008年組織的調查，
最後修訂於2010年3月，可以說是最新最權威
的數據了，就算 現在有變化，也不會太大。在要
求外語的20個州裏，新澤西、紐約和密歇根三個
州的要求最為嚴格。因為相關的法律比較複雜，
大致說這3個州是明確要求在小學 裏就要修讀
外語課的，而且最終必須達到壹定的學分要求
才可以拿到高中畢業證書。

而在世界經濟文化重心移向環太平洋地區
以後就壹直處於美國教育聚光燈下的加州呢？
我們不妨看壹下它的具體要求：“學生必須完成
壹門外語課或是壹門視覺或表演藝術課才能從
高中畢業。”

看 到了嗎，外語所處的就是個淺嘗輒止、瞭
解感受壹下、開拓學生視野的地位，還可以用藝
術課去替代。有這洋替代規定的州有9個，在有
外語要求的州裏基本上占了 壹半。而且，在壹
片提高外語要求的呼聲中，這似乎還是壹個趨
勢。比如佐治亞州就是從2012年開始允許學生
用藝術課替代外語課要求的。馬裏蘭州的要求
更現 代化，具體是2個學分的外語課，或2個學
分的聾啞手語（ASL）課，或2個學分的（電腦）科
技課，或是完成壹項州裏認可的職業或技術教
育課程。
在公布的調查結果裏，還有一家機構明確要求
外語，那就是美國國防部教育局，這是一家非軍
事部門，統壹管理美國本土和海外所有軍事基
地裏的中小學教育。他們的要求是2年的外語。

美國國防部對於外語的要求，一貫是受到我們
專業內大為贊許的。

那麼考試的要求呢？要求外語的州很多都
明確規定可以用壹個水平考試來完成外語要求
，通過了考試，就達到畢業的外語要求了。這壹
點跟中國把外語考試設為門檻遴選學生的概念
正好相反，美國的外語考試是幫助學生“脫離”
外語要求的。

到了大學，還有外語要求嗎？
那就更是“因校而異”了，不過壹般像洋的

大學都會在前兩年的基礎教育（GE）階段要求1
年或2年外語課的。大學外語的語種選擇壹般也
比較多，像我就讀時期的UCLA，由我們應用語
言學系主持教授的就有菲律賓、泰、馬來、越南
等好多亞太地區的小語種。

到了研究生階段，分化就更厲害了，有些專
業跟外語關系比較近，要求就會高壹些，但是也
有好些專業就不再要求了。我熟悉的語言學系、
應用語言學系和東亞研究系 等，要求就很高，
要三年的外語學分。這3年可能是集中在壹門，
就是要學的深壹些，也可能要求2門，就是要多
瞭解壹些的意思。這些學分要求可以從本科帶
上 來，也可以通過水平考試通過，還有更人性
化的，像我這洋英語非母語的學生，可以用英語
來頂，填壹張表就完了。

不學外語的美國怎麼會有漢語熱
20多年前我剛開始美國留學生涯的時候，

美國的外語明確分為兩大類。壹類是“普遍教學
外語”，指法語、西班牙語和德語，占了全美國外
語教學的90%，而且當年 的法語還要超過西語。
剩下的10%就歸入了另壹類，“非普遍教學外語
”。而在非普遍教學的外語裏，俄語和日語又占
去了90%。這洋算帳，漢語就和再剩下的 世界上
所有其他語言壹起，僅僅占有美國外語教學1%
的份額。

小學初中基本不學，高中大約每5-6個人
裏才有壹個學外 語的，所有高中生大約又只有
壹半能進大學，還不是每所大學都有外語要求，
這洋美國在學外語的壹共才多少人呢。在這不
多的人群裏，漢語又只能跟世界上其他的 語言
壹起占1%的份額，所以當年要碰上壹個學漢語
的學生，真是難了。

漢語超過了俄語和日語是肯定的，目前在
美國外語教學的份額占比大約在3%-5%之間，
應該是穩穩的美國第四大外語了。不過，如果我
們最間單地拿 18.5% x 5%來計算，“熱”了這麼
多年，現在學漢語的總人數，每百人裏也不到壹
個，并沒有多少，哪兒來那麼熱呢？

這個“漢語熱”，不論是人們的直覺，還是統
計數字上，都有壹個關鍵點，就是從原來的跟天
下好多語言壹起占1%的份額，到了如今單獨占
到3%-5%，從比例上 說，可能就是數十倍數百
倍的增長，所有的報道就是抓住這個角度在做

文章。學
漢語的人
數突飛猛
進地增長
是有的，
可是也不
過就是漲
到每百人
不到一個
人在學，
能 有 多
大了不起
呢？真按
照華文媒
體叫喚了
20 年 的

“漢語熱”
來看，美
國學漢語
的人還不
得跟中國
學英語的人壹洋多了？這就是壹種“煉鋼鐵”、

“放衛星”的宣傳 方式罷了。
就是這一百個人裏在學漢語的這壹個人還

值得再去推敲呢！
學漢語的至少要有90%以上是華裔，這還不

是漢語的特點，是全美國的特點。
大家都有點多語言多文化的背景，孩子大

了產生“尋根”情結，回個頭去學習父輩的語言
文化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發展到了近些年，在美
國的中國移民（微博）和留學（微博）生人數越來
越多，漢語課堂上的華裔學生都不再是壹個傳
統的“尋根”情結了，而是基本上變成了“揀便宜
”情結。

因為中國家庭不但特別在乎在校成績，而
且對爭取成績的過程中能夠占到的便宜還特別
的沾沾自喜。學校的中文課、可以通過中文的水
平考試達到外語要求、SAT II 裏有漢語考目以
及現在高中開始設置漢語的AP課程，這些都被
華裔子弟和家庭視為了不需要付出勞動就能得
到好成績的“便宜”，以至於竟然能有高中才到
美國的 學生，在大學裏修“零起點”的漢語課。
目前加州大學裏的兩所世界級學校，伯克利和
UCLA，華裔學生在往半數上奔，兩所學校修讀
漢語課的學生合計有壹千好多，占了全美國大
學生學漢語人數的三分之壹以上，其實學生基
本上都是華裔，就是對這些傳承外語學習者最
好的壹個寫照。

看國外教育，反思本國教育
美國的教育體系如此忽略外語，源自它自

身的本錢。英語成了“世界語”這其實只是壹個
小小的因素而已，美國最大的語言材富，在於它
是壹個移民國家，操著形形色 色不同語言的人
到處都是，像在洛杉磯，恨不得我所認識的人誰

家裏都還會另外喔門非英語的語言的。這洋多
語言多文化的材富，是無論多少年學校教育的
苦苦追求 也無法達到的。

可反過來想，基於美國對於教育的科學和
認真態度，基於其多語言多文化社會所積澱的
對於第二語言及其習得現象的敏感性，他們這
看似極端的外語教育政策，對於中國還是有若
幹很有價值的啟示的。

給我們學外語的幾點啟示：
第一、外語是第二語言，不會像母語那洋每

個學習者都到達彼此接近的高水平的。我們從
決策到各人各家的外語學習目標上，都應該放
棄拿外語去跟漢語比、或是去跟美國孩子的英
語比這洋不切實際的做法。目標要現實，夠用就
行了。

第二、如同我總是在說的，外語應該等同於
體美勞，就是用來提升壹個人的基本素質而已，
大多數人基本瞭解壹下就夠了，專業的事情不
妨留給少數專業的人才去做。

第三，中國要想普遍提高外語水平，應該撤
底放棄外語考試。作為第二語言的壹個特點，壹
些系統的偏誤（error）會反復出現，甚至終身都
掌握不了的。國內的 考試多半都是在死摳這些
系統上不能掌握的東西，拼的是死記硬背的短
期記憶，對於外語的進步沒有半點脾益。這就是
我們幾代人永遠在背了考、考了忘的怪圈裏打
轉的原因。像UCLA的語言學、應用語言學這洋
全美數壹數二的語言學專業，才不過是要求若
幹年的外語課程（學分），那麼全中國把個外語
弄得像鬼門關壹洋人 人都考，除了勞民傷材、
浪費生命，還能有什麼價值呢？

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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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美國教育是什麼樣
美國教育一直被國際視為標杆和“神話”，然

而真正的美國教育是什麼樣的？中國人民大學
附屬中學特級教師肖遠騎繼推出《告訴你，我知
道的美國教育》之後，又於近日撰寫了後續篇
——《美國教育的秘密》，繼續對美國基礎教育
進行客觀解讀。

畫完畫，中國孩子問“像不像”，美國孩子問
“好不好”

數年前曾讀過一則短文，說中國孩子畫完畫，
經常問老師“像不像”，而美國孩子則問“好不好
”。別小瞧了這點發問的差別。“像不像”是從模
仿別人的角度出發，“好不好”是從自己創造的
角度出發，從這個細微的差別中似乎就能“註定
”他們的人生走向，甚至可以說“兩國孩子將來
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許已隱約體現在這不一樣
的‘問’中了”。
“教”美國孩子學畫畫，老師往往不設樣本，而

且不規定模式，讓孩子自由“構圖”，這樣，也就
根本不存在什麼“垘本”，孩子畫的畫也完全是
一種“創作”。正因如此，美國孩子自然也就不問

“像不像”了。而如此培養出的孩子，思維充滿創
造性和活力，日後才可能是開放性和創造性人
才。

又例如，美國五年級學生從寫作文開始，就與
中國同齡孩子不同。中國是一個班級幾十人做
同一個話題或同一個題目，而美國則是每個孩
子自己找題目，他們稱之為找課題（project）。在
中國，“找課題”往往只有對在讀研究生及以上
的人才有要求。自我寫作、自我創作、我寫我思，
這才是真正的作文教學。因此，在美國小學教室
裡，你會看到學生帶來的各種小“玩意兒”，有的

提著一個有小白兔的籠子，而有的拿著小魚缸。
不用奇怪，因為也許他們正在做與之相關的課
題。

由此說來，創新教育從娃娃抓起，這是很值得
我們思考的問題。

美國教育的主要任務是發現孩子的短處，並
竭力彌補

中國教師常常會說，“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
有不會教的老師”，而在美國，教師經常說的也
有一句話：“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
”在美國人的教育觀裡，哪怕是被現行教育標準
公認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實際上也有特
殊才能。

美國教師認為，教育如果專門注視孩子的短
處，那激發的是孩子的自卑。在這樣的觀念之下
，孩子們不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動的位置，而
且往往被挫傷學習興趣，甚至會產生不可改變
的對教育的抵觸心理。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孩子
能力的開發與培養。

為此，美國教育的任務是發現孩子的短處，並
想方設法彌補孩子的短處。美國的小學雖然沒
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
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
無邊無際的知識海洋；他們沒有讓孩子們死記
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
告訴孩子們怎樣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
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
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肯定孩子們的
一切，並努力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
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美
國教師認為，每一個孩子都是富有創造力的生

命，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發現他們的天賦。
“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教育不

僅深刻地作用於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響著
一個民族的命運。國家間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
的競爭，而人才培養的關鍵就是教育。為此，我
們應該有這樣的教育觀。

人的根本素質不是分數能考量的
美國教育界普遍認同的另一個教育觀就是尊

重差異，不僅尊重一般性差異，而且尊重特殊性
差異。在他們看來，人的千差萬別恰恰構成了人
豐富多彩的創造力基礎，而教育的任務恰恰應
該是把人的各種各樣的能量發掘出來，而不能
像可口可樂的生產線，把產品造成一個模樣。讓
每個孩子知道自己的潛能，讓每個孩子建立起
自信，讓每個孩子從事屬於自己也屬於這個社
會的富有個性的創造，這是美國教育為自己設
定的任務。他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孜孜以求。
教育孩子關注每個生命，開掘每個生命的能量。
這是美國在中小學教育目標上的國家意志，起
碼是落在文字上的國家法律。美國教育管理者
都認為，教育是與製造業完全不同的產業。製造
業需要的是標準化，只有標準化，才能有大工業
，而教育恰恰需要的是個性化，因為每個人是千
差萬別的，開發千差萬別的個性潛能，才是產生
創造力的基礎。只有千差萬別的創造力彙集起
來，才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能量。

美國紐約史蒂文斯中學張校長說：“我相信，
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人的根本素質不
是分數能考量的。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學
生點亮他們的夢想，讓他們勇敢地走向未來之
路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每一個生命都值得敬

畏，每一個靈魂都有質感，教師與學生共
時、和諧成長。立足差異，努力尋找成就
感和幸福體驗，守護人性的尊嚴。我們堅
信每一個人都具有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
價值，人生真正的幸福在於在各自的生
命道路上尋找自我，進而超越自我。

歷史科最難，鼓勵孩子的挑戰精神
美國教育鼓勵孩子們的挑戰精神。孩

子進入中學上歷史課的時候，老師甚至
會問孩子托馬斯•傑斐遜起草的《獨立

宣言》有哪些局限。那麼，托馬斯•傑斐遜是什
麼人呢？他是美國立國的偉人之一，而且是美國
精神的代表。他起草的《獨立宣言》不僅被視為
美國的立國之基，而且是資本主義最經典的法
律文本之一。然而，老師的這一聲詢問，起碼讓
孩子們去做幾件事情：好好閱讀甚至要研究一
下傑斐遜和他起草的立國宣言；認真研究一下
各種學派對傑斐遜的評價；調動學生的思考和
分析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老師傳遞給孩子們一
種理念：你們可以對世間的一切進行質疑，進行
思考，包括對“神聖”和“權威”進行自己的思考。
我在想，鼓勵孩子們在思考中質疑權威，可能不
僅是在教授一種奇絕的學習方式，而且是在培
養一種非常重要的思維品質。

我曾經問過到美國就讀的中國孩子，你在美
國最怕的學科是哪一門？他們回答，不是數理化
，不是英語，而是美國歷史。我很好奇，美國的歷
史只有二三百年，怎麼會比中國歷史還難學？學
生說學美國歷史，不僅是瞭解美國歷史，而是理
解美國歷史。例如，老師的作業“公民權利”研究
論文要求寫到3至5頁，打印出來，要雙空行，至
少用3種資料來源（如網上、書籍等），至少有5
句引文。同時，對比以下四人關於黑色美國
（BLACK－AMERICA）的觀點：布克•華盛頓、
杜伯依斯、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在論文
裡，需要把每個人介紹一點，還必須納入貼切的
材料。然後，討論他們關於黑色美國的觀點，要
把想法寫進去，還要把引文或材料來源列出來，
比如某某網頁、某某書。面對這樣的作業，孩子
能說不難嗎？

誰要是認為美國開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
縱學生，是讓學生有機會偷懶耍滑和投機取巧，
那就錯了。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在教育中體現
得十分充分，他們同樣要求孩子們吃苦耐勞和
刻苦奮鬥。美國學校對孩子們高強度思維的訓
練，對孩子們高強度吃苦精神的訓練也是美國
教育中的重要內容。當然，這種訓練更多地體現
在孩子進入中學以後。可能美國人認為，孩子進
入中學後，身體已經發育得更加強健，已經有了
吃苦耐勞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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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
美國教育美國教育？？

儘管有大量的文章和書籍在介紹美國教育，
也有相當一部份的學者和普通家長在中美教育
之間做著對比。無論大家如何努力，悲觀地說，
這一切的對比和思考基本都屬於紙上談兵。不
可置辯的事實是，中國根本就無法複製美國教
育。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有句話說得好，事實
勝於雄辯，我用幾個簡單的事實來說明一下這
個命題。

比如說，我們都覺得美國中小學課堂教學靈
活，而中國課堂相對死板。美國學校的靈活教學
，和美國學校的課堂設置大有關係。在美國中小
學，每個班級的人數大約是25名左右，而中國學
校的班級人數是多少？大概是美國課堂人數的
兩倍吧。美國課堂學生少，老師就有可能和學生
有更多的機會互動，課堂教學也就相應地靈活
起來了。而在中國，你讓一個老師對付50多個學
生，如果中國老師想和全班同學互動，一節課就
那麼點兒時間，一旦互動起來，估計老師就沒什
麼時間講課了。中國學校的課堂設置，決定了中
國中小學的教學只能是填鴨式的，美國學校的
靈活教學法，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說，美國中小學沒有固定的教材和課
本，美國老師佈置的作業，經常要求學生去圖書
館借書找資料。美國學校對教材的大撒把，和形

形色色的美國圖書館有關。根
據美國圖書館協會的統計，全
美約有各類圖書館12萬個，平
均每2500人就有一個圖書館。
其中公共圖書館8956個、大學
圖書館 3793 個、學校圖書館
98460 個、特別圖書館 7616 個
（包括公司、醫學、宗教、法律、
財經等圖書館）、軍事圖書館
265個、政府圖書館1006個。

在美國，各類圖書館就是美
國學生讀不完的教材和百科
全書。即使美國老師不用統一
的教材，美國學生也可以在圖
書館找到答案。請記住這個數
據吧：平均每2500個美國人就
有一個圖書館。這個數據，在
中國無異于天方夜譚。中國社
區圖書館的不普及，藏書有限
的中小學圖書館又不能為所有的學生提供需要
閱讀的書籍，這就決定了中國學校必須要有統
一的教材。

再比如說，美國孩子普遍喜歡運動，而中國孩
子的課外運動時間卻很有限。中美學生之間在

運動方面的不同，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
一•和美國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國孩

子的作業量大，這就決定了中國孩子在課餘時
間的主要任務是應付作業，換句話說，中國孩子
沒時間搞什麼課外運動。

二•再換個角度說，美國孩子愛運動，這和美
國社區公園的設置有關。在美國，公園不
僅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弄草的地方，至
少在我們這裡吧，一年四季，社區公園都
有為孩子們安排的各種課外體育活動。

比如我的孩子們就在社區公園學過打
網球，學過划船，學過踢足球。這種社區
公園的課外活動，離家近，學費低廉(居民
納稅的結果)，註冊方便。社區公園的各種
體育活動，一年四季都有專門的活動預
告和介紹。在報名前後，課外活動的小冊
子會及時寄到每個居民的家中，供家長
和孩子們選擇之用。值得一提的是，這樣
的社區公園，並不是美國大城市的專利。
在我們居住的小鎮，孩子們就能享受到
社區公園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在中國，
能有多少這樣的公園可以為孩子們提供
這種離家近價格低廉的運動場所呢？

又比如說，美國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
通過校外活動來完成。教堂，童子軍，女
童軍，都可以向美國孩子灌輸各種優秀
的為人品質。即使美國學校不上政治課，
不學白宮文件，美國孩子也會在校外的
各種活動中得到人生的指導。寬容，誠實
，有愛心，尊敬並服從父母，這些品質是

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經常講述的內容。吃苦耐勞，
對人有禮貌，助人為樂，善於和他人合作等等，
是童子軍和女童軍需要習練的本領。美國孩子
在這樣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過日復一日的薰
陶，至少會達到聊勝於無的效果。眾所周知，宗
教和男女童軍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市場，美國課
外教育中的這部分，中國完全不能複製。

通過這些簡單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基本
的事實：在德智體幾方面的訓練，中美孩子經歷
的過程都不一樣。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結果，
造就了外在和內心都不一樣的孩子。比如某些
中國孩子從小就知道長大以後掙大錢買豪宅，
而某些美國孩子從小就希望長大以後去非洲幫
助難民。

美國孩子運動時間多，性格開朗，也愛笑。而
中國孩子在大量作業的壓力下，內心緊張，難展
笑容。在不同的教育體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觀
也不一樣，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也就相應地有
所不同了。比如幾乎沒有哪個美國孩子會因為
沒考上好大學而選擇自殺，即使是社區大學裡
的美國大學生，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卑。

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中國學校根本就無法
複製美國教育，我們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國的大
地上把中國孩子改造成美國孩子的模樣。和美
國教育有關的所有信息，只能供中國家長和教
育工作者參考。教育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只
要社會環境不變，中國的教育就很難有什麼突
破性的改變。立足本國，借鑒美國教育中的積極
因素，才是比較現實的做法. 讓中國學校複製美
國教育，只是個完全不可能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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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做实
“金砖+”机制，挖掘“互联网+”等新
动能，增添人文交流新支柱，成功开启
第二个“金色十年”，让我们更加坚定了
金砖合作的自信，更加自觉地推进金砖
合作行稳致远。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
的主旨演讲指出，要把金砖合作放在世
界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
看。同时，要放在金砖五国各自和共同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看。这就为金砖合
作的自信与自觉指明了方向。

自信来自金砖国家的硬实力。金砖
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 12%上升到
23%，将超过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增
长的贡献超过一半。金砖五国间贸易投
资大幅提升，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言权迈
上新层次。金砖合作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金砖+”机
制成为南南合作的新亮点。

自信来自金砖合作机制本身的活
力。金砖合作依托于广大的发展中国
家，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
话、联系的一个桥梁和纽带。金砖合作
给国际贸易、投资等各个方面带来新活
力，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向经济、政

治、人文“三轮驱动”的方向发展，形
成全范围、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架构。

自信来自金砖合作的软实力。一定
要在人类和平与发展大势和国际公平正
义的大局中看金砖合作。金砖国家始终
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作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合作平台，金砖合作的意义已
超出五国范畴，承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期望。

与此同时，金砖合作要自觉地放在
三个维度上来推进。

自觉推动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全球
化、新型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去年，金砖国家对外投资 1970亿美
元，相互间投资才占 5.7%。为此，金砖
合作强调发展战略对接，建设贸易投资
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
联通，实现联动包容发展，促进国际分
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优化重塑；金砖合
作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
精神，自觉打造互联互通的横向全球
化。金砖合作破中有立，在商业仲裁机
制、降低储备货币发行国家货币政策的
风险等领域加强合作，发出变革全球经
济治理的金砖声音，通过与西方发达国
家既斗争又合作，推动共商、共建、共

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进程。
自觉提升发展中国家权益。金砖国

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弄潮儿，发展
中国家是其合作的基础。金砖国家心系
发展中国家权益，努力提升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金砖+”机制自觉加强与发展
中国家对话，推进南南合作，切实维护和
增 加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整 体 利 益 和
福祉。

自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金砖合作不仅要做国际秩
序变革的“加速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
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而且要团结协作，继续致力于促进世界
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人类社会
的集体繁荣进步贡献更多“金砖智慧”

“金砖方案”。
自信与自觉中，金砖合作金光夺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讲席
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金砖合作的自信与自觉
■ 王义桅

图为展览现场图为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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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震撼之作中，长 14 米、宽 3.5 米的《清末
民初北京万象图》引起了不少人驻足。该作品完整
地展示了清末民初北京城包括四角楼的上九下七
的十六座瓮城之全貌。“真是大手笔啊，用鸿篇巨制
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今年 60多岁的李大爷是老
北京人，家住琉璃厂附近，观展后忍不住连连赞叹
起来，“你看，这画上面每座城楼、每个城门甚至每
条街道的场景都很逼真，活灵活现。真了不起，也
很不容易啊！”

参与该作品创作的画家何鸿表示，该作品从
收集整理材料、小稿创作到形成最终作品历经 3
年时间。在创作小稿时，每天都画得眼冒金星。

“要在纸面呈现密密麻麻的建筑和人物，每次都
得把铅笔削得特别尖，画不了几下又得重新削。”
他称，画中人物的表达主要来自主创画家汪光华
的灵感，“画中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都有着不同
的故事。有人问这幅画上到底画了多少人，我本
来想帮汪老师数一下，可真的太多了，根本数不
过来。”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用“波澜壮阔、气势恢
弘”八个字概括了此次展览。他说，此次北京重大
历史题材创作，画面宏大，特别是在人物的刻画和
笔墨上，既有古法和传统的传承，又有新的发展。

据了解，此次展览是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
创作工程第一期成果的集中展示，而第二期创作
工作也已启动。届时，北京的历史将继续往前追
溯，从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起笔，“画说”北京建
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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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画的创作价值与内涵要深入探究才能形成。”
《换了人间》主创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画家赵
建成认为，历史画创作就是“用艺术为历史留下视觉的记
忆”，历史画创作者应当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原则性，应当
秉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创作。而对历史负责，
首先就是要保持历史的真实与客观。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出作品
所选取的都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主要节点、重大事件。为
了真实地还原历史，这些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涉及史
实、重要人物、所处场所以及服饰、兵器、辎重、马车等，
均经过众多文史专家和主创画家的反复考证，力求准确
地还原历史、记录历史。

“这次艺术创作被当作一个文化工程，为的是对历
史负责。”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郑山麓介绍说，从采风
开始，文史专家、地质专家等就和画家一起行动，每到一
个地方，这些专家学者可能随口在其专业的基础上讲出
这个地方的现状、历史与背景。这就使得这种采风要比
画家自己单独行动收获大很多。当小稿出来后，专家们
又会研讨，可能有些地方与画家有冲突，但冲突的地方
恰恰可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

“这种合作创作的方式很特别。画家要先听课，然
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尝试稿艺术创作。专门请一批学
者来为画画进行跨界学术服务，这种做法古往今来恐怕
也少见。”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韩朴说，在这个过程
中，大家有分工、有合作。分工就是文史专家做文史专
家的事，弥补画家的不足，但是也并不企图让画家变成
文史专家。而画家则从文史专家这里汲取了大量相关
文史知识，让画作变得更加充实、效果变得更加理想。

图
绘
纪
盛
展
神
韵

9月1日，记者来到中国美术馆主楼展厅，一幅长
17.3米、宽3米的巨幅画作《换了人间》首先映入眼帘，
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赏。“这幅画作以新中国定都北
京为主题，深入、细腻、真实地刻画了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 63位各党派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的
风采，体现了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勃勃生机，展示出
领袖群体背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现场工作
人员介绍说。

除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
事件，此次展览以“北京史诗”为主题，通过金、元、明、
清和新中国等 10 个重大历史事件，再现宏大历史场
景，为民众呈现了共计10幅大型人物画。此外，8幅大
型山水画的主题为“北京神韵”，着眼于春夏秋冬四季
和东南西北四方，展现北京独特的区位特征。独立成
篇的大型风俗画《清末民初北京万象图》，则以全景视
角俯瞰巨变中的古城，展现北京城自古以来的繁华。

“历史上，对北京多有辞赋赞颂，少有图绘纪盛。”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是世界著名
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有着长达 3000 年的建城史和
860多年的建都史，历史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有鉴于
此，北京市文史研究馆2011年以来组织文史专家和书
画名家合作，历时5年多，开展了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
术创作工程。

据介绍，担负创作任务的主创画家有多届全国美
展金奖得主，也有著名艺术研究机构的掌门人，大多
是当代中国画的重要代表人物。参加创作工程的文
史专家也都是大家名家，包括戴逸、张海鹏、王岗、吴
建雍等。

事 件
新 闻

19幅名家巨绘重现北京历史北京历史
本报记者 赵鹏飞文/图

只需参加一个展览就可尽揽800年京华烟云。近日，由北

京市文史研究馆主办、历时5年创作完成的“北京重大历史题

材美术作品”首批成果在中国美术馆亮相。此次展览共展出大

型绘画作品19幅，包括10幅大型人物画、8幅大型山水画和

1幅大型风俗画，全面、真实、精彩地重现了北京历史，引来

不少民众踊跃参展。

初秋，地处甘肃甘南藏区的扎尕那雨后出现云雾缭绕的景观。蒙

蒙的秋雨、环绕的层层白雾，为这一“世外桃源”平添了几分秋韵。

扎尕那是藏语，意为“石匣子”，曾获评“2017亚洲最佳旅

行目的地”。 张小军摄 （图片来源：中新网）

甘南藏区甘南藏区 秋意初现秋意初现

9月3日晚，上海旅游节大巡游的25辆花车齐聚上海世博地

区，记者提前探班一睹盛况。据介绍，2017年上海旅游节定于9

月9日至10月6日在上海举行，此次参加巡游的花车将全方位展

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风光。 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摄

上海旅游节花车提前亮相上海旅游节花车提前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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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高思/休斯頓綜合編譯）上週二，休斯頓火箭隊宣
布餐飲界大亨蒂爾曼·費爾迪塔（Tilman J. Fertitta）已簽署
購買火箭隊的協議，目前還在等NBA理事會的通過。購買市
價高達22億美元，據火箭隊表示，蒂爾曼是獨自購買，並無
其他購買夥伴。

今年已60歲的蒂爾曼·費爾迪塔出生於加爾維斯頓島，
是土生土長的休斯頓人。他是全美最大連鎖飯店企業
Landry's的唯一擁有者，名下還有多個賭場和酒店。他還是
美國有線電視台真人秀《億萬買家》（ Billion Dollar Buyer）
中的明星。同時，他還是休斯頓大學系統董事會的主席。

蒂爾曼表示：“我非常榮幸和感激可以成為火箭隊的下
一個擁有者，這是我長久以來追尋的一個夢想。亞歷山大是
最好的擁有者之一，他有著一顆冠軍的心。我非常感激他能
給我這樣一個無價的機會。最後，對於能夠在休斯頓，這座
我成長和深愛的城市擁有他的主場球隊，我受寵若驚。”

休斯頓火箭隊的上任擁有者萊斯利·亞歷山大也表示：
“我非常激動可以將火箭隊的火炬傳給蒂爾曼，他是休斯頓

本地人，也是餐飲帝國的領導者，他一定會致力於帶領火箭
隊走向更多的成功與更大的輝煌。我個人認識蒂爾曼已超過
24年，我覺得他就是那個最佳人選。”
蒂爾曼參與的其他體育項目：

德州人：
在最初計劃將休斯頓德州人打造成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

的隊伍時，蒂爾曼是最早的投資人之一，並成為德州人的合
夥擁有者。到2008年，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規定，球隊的所
有員工不能參與任何賭博類的活動，但蒂爾曼當下已擁有賭
場，不得已賣掉他在德州人中的股份。

太空人：
2003年，蒂爾曼買下了休斯頓棒球隊太空人主場美汁源

公園（ Minute Maid Park）中一片座位區的命名權，並將
Landry's的商標掛於其上。按照傳統，每當有粉絲拍下全壘
打，他將可以獲得Landry's飯店的禮品券。 Landry's的促銷
員也時常在比賽中到場，並分發一些免費的小禮物。

（作者Susan）8月26號，休斯頓下了一場銘心刻
骨的雨，三天四夜的漂潑大雨飄灑在廣袤的休斯頓地區
。人們有的撤離，有的圍著電視機，焦灼著聽著Jeff
Lindan的現場記者會，Jeff是一個高大壯碩的水庫發言
人，他緊皺眉頭，用低沉的聲音分析著水勢的走向，水
庫的容量，和下一步洩洪受影響的小區，然後開始宣讀
受影響小區的名字，這些小區，要自願或強制撤離地帶
。

外面的雨刷刷刷地下個不停，受災的居民越來越多
，肆虐的洪水淹沒了地面上的房屋、車輛、建築和公路，洪水也肆虐在人們的心裡，焦慮、混亂
、無助和恐懼。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希望來了，因為，外州的救援隊來了，他們是民間的組織，是自願來
幫助德州人民的，他們聽到了德州州長說的，鄰居幫鄰居，朋友幫朋友，陌生人幫陌生人後，自
願的來到了休斯頓地區，他用自己的小船，開進居民區，幫助人們逃難，他們用勇氣告訴人們，
自立和自救，他們風餐露宿在廣場的一角。

其中有一支救援隊來自俄克拉荷馬州( Oklahoma task force) ，Terry Sivadon 先生用樸實的語
言說，我們有設備和救援知識，我們應該來幫助受災的人們，他們需要我們的救援。雙椒飯店的
老闆也提供150份中餐，免費提供救援人員享用，民間的救援力量，是這次大洪災，最不可忽視
的力量。

摘錄文章，完整版請參考：https://www.meipian.cn/rnzd61b?from=singlemessage&isap-
pinstalled=1

大愛無疆大愛無疆------記休斯頓記休斯頓MemorialMemorial 地區互助時刻地區互助時刻

Landry's連鎖餐飲業主將收購 火箭隊
傳22億美元易主

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民間救難組織發揮大愛協助救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民間救難組織發揮大愛協助救
災災，，中外合作發揮力量中外合作發揮力量。。 (Susan(Susan提供提供))

雙椒飯店負責人雙椒飯店負責人((中中))是一個快人快語的四川妹子是一個快人快語的四川妹子，，
她做了她做了150150份中餐份中餐，，免費提供給救援人員享用免費提供給救援人員享用。。
(Susan(Susan提供提供))

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民間救援隊品嘗熱騰騰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民間救援隊品嘗熱騰騰
的中餐的中餐，，補充救難體力補充救難體力。。 (Susan(Susan提供提供))

為感謝雙椒飯店在救災期間大力贊助為感謝雙椒飯店在救災期間大力贊助
，，俄克拉荷馬州民間組織特地寫信表俄克拉荷馬州民間組織特地寫信表
達感謝達感謝。。 (Susan(Susan提供提供))

連鎖飯店業主連鎖飯店業主Landry'sLandry's蒂爾曼蒂爾曼··費爾迪塔將收購火箭隊費爾迪塔將收購火箭隊。。 ((取自網路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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