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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尋找美國房地產市場如此緊俏
的原因，那麼“嬰兒潮一代”可能罪責難逃了。

很多上了年紀的父母在孩子們長大並搬出
去住之後把自己的大房子賣了。根據一名市場
觀察家的說法，這種情况現在似乎並不會經常
發生。

在接受CNBC采訪時，Zillow的首席經濟學
家Svenja Gudell指出：“傳統的‘空巢老人’把
大房子換成小房子的事情，並沒有發生。”這家
房地產數據公司發布的研究數據顯示，待售房
子庫存量處于四年內最低水平。

Gudell表示，造成市場內只有少量待售房
屋的原因便是，越來越多的“嬰兒潮一代”選擇
繼續呆在自己的“甜蜜之家”，而非換套小房子
祝“‘嬰兒潮一代’必須有房住，”Gudell說，“但

是他們卻很難換成小房子，很難發現合適的選
擇。與此同時，人們發現住進屬於自己的房子變
得越來越難了。隨之而來的結果便是，正常的

‘再買一套’市場被破壞了。”
因此，“嬰兒潮一代”無法找到比他們所住

的房子更小且更便宜的房子，“沒有讓他們選擇
搬家的誘惑”，Gudell解釋道，“所以對許多人來
說，賣房子是沒有意義的。”
兩代人之間的碰撞

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數據，1982年至2000年
出生的“千禧一代”共有8300萬人。與此同時，
1946 年至 1964 年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共有
7540萬人。

談到房子時，這兩代人產生了碰撞的火花。
“‘千禧一代’剛剛進入房市，”Gudell在接

受采訪時說，“這一代的人口數量要比‘嬰兒潮
一代’的多，他們需要更多的房子。然而，當前，
美國住房庫存處于‘1994年的水平’，而這個國
家的人口卻比1994年多了6300萬。正因為如此
，為了能容納那些多出來的人，我們必須建造更
多房子。”

房地產網站Trulia發布的數據顯示，55歲
以及55歲以上的人，在美國業主自用房屋中所
占份額高達53%，創下1990年美國政府開始收

集這項數據以來最大份額。十年前，這項比例為
43%。與此同時，年齡介于18歲-34歲的人，在美
國業主自用房屋中所占份額僅為11%。當“嬰兒
潮一代”在18歲-34歲時，在美國業主自用房屋
中所占份額接近是22%。

如果市場對經濟適用的起步房需求如此高
，那麼為什麼建築商不建呢？

“我認為，很多建築商會告訴你，現在勞動
力、原材料以及監管成本太高了，建造起步房是
賠本生意，”Gudell說，“出于對利潤的考慮，他
們更願意建造那些對于剛步入房市的買家來說
太貴了的房子。”

近來的數據表明，在建以及被售較高端房
產呈現增長勢頭。上周，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發布的數據顯示，售價低于25萬美元的房子銷
量下滑，因為供應減少。與此同時，售價為50萬
美元以及高于50萬美元的房子銷量增長幅度
高達“兩位數”。

Gudell指出，緊縮的房市變得越來越緊，讓
潛在的賣家離場觀望。她解釋說，很多想要換套
小房子的房主，不願意現在就賣房並“成為加入
房子爭奪大戰的買房者”。

“現在賣家占上風，與此同時你顯然不想在
這個時候成為買家。”（取材騰訊財經）

嬰兒潮一代成幫凶之一美國房價美國房價
為何如此高為何如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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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首次買房不知道這些事就等著後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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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房 對 美
國 人 來
說 是 人
生大事，
是 實 現
美 國 夢
的象徵。

一
般而言，
美 國 首
次 購 房

者的平均年齡為31歲，如果你已步入這個年紀，
那麼買房就該列入生活日程了。首次買房一竅
不能，該注意些什麼呢？Buzzfeed提醒下面提到
的這些一定要切記。
1. 不要隨便選擇遇到的第一個房地產經紀人。

美國房地產經紀人一般分為經紀人（bro-
ker）、銷售員（salesperson）和夥伴經紀人（as-
sociate-broker）三類。

經紀人是指為收取服務費而代他人從事房
地產買賣、轉讓、抵押、租賃等服務的個人、公司
、商行等。

銷售員是在經紀人的名下協助經紀人為經
紀人服務的個人。銷售員不能單獨執業，只能在
經紀人手下工作。

夥伴經紀人是指具有經紀人資格的，但自
己不單獨開業，而選擇在另一個經紀人的名下
從事銷售員工作的經紀人。

美 國
大 約 有
80%的經紀公司的規模都比較小，人數大約為
1-4人左右。

選擇代理時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建議就象
買東西一樣，貨比三家再做决定才能找到最好
的。
2. 一定要拿到這個報告並仔細閱讀。

來自“綜合損失承保交易系統”（Compre-
hensive Loss Underwriting Exchange，CLUE)上
的報告，它可以免費獲得，其中記錄了屋主和房
屋本身7年內所有理賠歷史紀錄，可以讓首次
購房者避免購買一個出了問題難以理賠的房屋
。
3. 提前考慮自己的需求，同時不要輕易改變。

比如，如果討厭通勤，就不要選擇一個離工
作地點太遠的住房。研究發現，通勤時間較長的
人往往比那些通勤時間較短的人更容易不快樂
。
4. 首付遠遠不夠。

在美國，近70%的租房者將首付列為他們
購房最大的阻礙。雖然大多數貸款需要20%的
首付，但這並不是絕對的。對于有資格獲得貸款
的購房者，有一些計劃首付低至0%至3.5%。

比如，由美國政府背書的聯邦低息貸款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規定首付款
須達到房屋總價的3.5%，若以總價25萬美金的
房產來說，買家僅需準備8750美元。
5. 進行土地調查。

土地調查最大的用處是能清楚地知道該房
產的地界在哪裏，買的土地有多大，房子是否占
了鄰居的地，或是鄰居的房子是否占了該房產
的地，該房產與鄰居圍欄是否在適當的位置等
等。
6. 知道在什麼地方眼睛要睜大。

不要太在意表面的缺陷，如油漆脫落或霓
虹燈不亮。相反，需要擔心的是像水管和布線這
樣的問題，否則悔之不極。
7. 通常由賣家支付傭金，而不是買家。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買方支付代理人的傭
金，但往往不是這樣。通常賣家支付房地產經紀
人傭金費用，這筆費用是可以協商的，一般在
6%的範圍內。
8. 找到滿意的住房是需要時間的。

根據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一項研究，
買家平均看房數為10戶，所花時間為10個星期
。所以一時找不到滿意的住房不要氣餒，堅持
就是勝利。
9. 提前瞭解用地分區(Zoning)。

Zoning本身是城市規劃中用來控制土地
開發的最基本的手段。它最主要的控制內容包
括土地切割的樣子、開發完成後的效果、密度、
高度、建築退後、建築材料、小區綠化、停車位
和挪車的空間等等問題。

比如，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加蓋一個客房？
要買艘船停在院子裏？或者想改變一下房子的

色彩？慢著，在
做這些事情之
前，要先瞭解
清楚當地分區
的規則和契約
以及條件和限
制（CC＆Rs），以便知道住進來之後什麼事情可
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10. 每個人買房的過程和經驗是不同的。

在買房這件事上，沒有兩個人的故事相同。
你又會是怎樣的情况呢？（取材網路)

2014年，洛杉磯，中國房地產開發商朗詩集
團創始人兼董事長田明展示該公司在紐約的一
處新開發項目。

最近幾年，來自中國的大型機構投資者在
美國頻頻收購豪華酒店和公寓，有時是以創紀
錄的高價，這些巨額交易引發了媒體的關注。

現在，中國的機構投資者開始避開高端物
業，轉向迎合中產消費者的普通資產。

最受這些機構偏愛的資產有：中檔住宅物
業、學生公寓、老年公寓和專業護理療養院。中
國投資者還正把目光投向紐約、洛杉磯和舊金
山等魅力都市以外的中小型城市。

這些舉動表明，最近幾年將知名資產價格
推升至創紀錄水平的大規模資產收購交易正促
使外國投資者以更具戰略性的眼光看待美國市
場。

總部位于南京的開發商朗詩集團（Land-
sea Group）正在加州的都柏林、森尼韋爾和沃
爾納特克裏克以及新澤西州的維霍肯建造住宅
。總部位于深圳的中國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Vanke Co.）在美國的 14個項目中有 10

個主打中檔公寓市場，其中一些公寓帶供出租
的單位。

朗詩集團美國分公司 Landsea Holdings
Corp.的首席執行長John Ho稱，朗詩的目標市
場是首次購房者和改善型購房者，公司將向處
于不同生活階段的客戶提供獨戶或多戶型住宅
。Ho表示，該公司正在建造將主要面向美國國
內市場銷售的項目。

萬科2013年在美國進行的第一筆投資是和
鐵獅門地產公司（Tishman Speyer Properties）
合資在舊金山打造豪華公寓項目Lumina，但萬
科表示，該公司更傾向專注于擁有龐大買方市
場的住宅項目，這一市場的需求屬於剛性需求，
波動性也小于豪華公寓市場。

萬科（美國）控股公司（Vanke Holdings
USA）董事總經理Kai-yan Lee稱，這些簡單且
持久的原則幫助萬科把關注焦點從豪華建築市
場和以投資為主的項目轉移開，這些項目的潛
在風險往往更高。

盛世神州基金（Grand China Fund）正在投
資一個合資項目，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
as-Austin）附近建設一個
擁有166套房間、464個床
位的學生公寓項目。這一
設在北京的基金已在美國
八個城市投資了其他 20
個房屋租賃項目。

盛世神州基金董事長
張民耕稱，投資學生公寓
是該基金針對美國市場過
熱問題制定的策略，這種
項目的利潤率可能不是特
別高，但非常穩定。他稱，
奧斯汀不是大城市，但擁
有超過 10 所大學和培訓
機構，學生住房的需求很
強勁而供應卻不足。

張民耕稱，中國實施的資本管制措施可能
會促使盛世神州基金放慢在美國的收購步伐，
但他認為這種情况只是暫時的。

美國一些門戶城市依然吸引著來自中國房

地產投資商的最大規模投資。隨著一些航空公
司開通更多從中國到休斯敦、西雅圖和亞特蘭
大等其他美國城市的直飛航班，路途縮短可能
會帶來更多投資。
（據華爾街日報）

普通美國房產漸受中國機構投資者青睞普通美國房產漸受中國機構投資者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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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泡沫出現之後，如今美國
房地產市場已有所改善，許多地區房
價持續上漲創紀錄水平，而庫存卻很
低。

這是許多房地產市場共同的問題
。不同的是，在一些房價曾下跌最多而
如今大幅上漲的市場，無論房價和租
金都上漲過快，同時炒房和欺詐行為
發生頻率也高。

事實上，受到房屋崩潰的八個佛
羅裏達州地鐵區的健康狀况是最新的
CoreLogic市場健康指標中的高風險
區域。分數反映了房價與收入水平之
間的相關性以及購買和租賃之間的成
本差异，更高的翻轉率和更高的欺詐
率。

據 24/7 Wall Street 報道，Core-
Logic 依據 2012 年以來美國最大的
100個房屋市場的房價增長、租金增長
進行了分析，並對它們的炒房指數和
欺詐指數進行了排名，評出了10個最
健康和最不健康的房地產市場。

10個最不健康的房市
勞德代爾堡-龐帕諾海灘-迪爾菲爾
德海灘，佛羅裏達州（Fort Lauder-
dale-Pompano Beach-Deerfield
Beach, Florida）
房價漲幅：59％
租金漲幅：29％
炒房指數排名：第21
欺詐指數排名：第1

杰克遜維爾，佛羅裏達州（Jackson-
ville, Florida）
房價漲幅：41％
租金漲幅：18％
炒房指數排名：第33
欺詐指數排名：第13

萊克蘭-溫特黑文，佛羅裏達州
（Lakeland-Winter Haven，Florida
）

房價漲幅：53％
租金漲幅：29％
炒房指數排名：第29
欺詐指數排名：第12

邁阿密-邁阿密海灘-肯德爾，佛羅裏
達州（Miami-Miami Beach-Kend-
all, Florida）
房價漲幅：63％
租金漲幅：27％
炒房指數排名：第24
欺詐指數排名：第2

新奧爾良-梅泰裏，路易斯安那州
（New Orleans-Metairie, Louisi-
ana）
房價漲幅：36％
租金漲幅：19％
炒房指數排名：第27
詐騙指數排名：第17

奧蘭多-基西米-桑福德，佛羅裏達州
（Orlando-Kissimmee-Sanford,
Florida）
房價漲幅：57％
租金漲幅：31％
炒房指數排名：第
10
欺詐指數排名：第
14

棕櫚灣-墨爾本-蒂
圖斯維爾，佛羅裏
達 州 （Palm
Bay-Mel-
bourne-Titus-
ville, Florida）
房價漲幅：62％
租金漲幅：37％
炒房指數排名：第6
詐騙指數排名：第
18

河濱-聖貝爾納迪
諾-安大略，加利
福尼亞州（River-
side-San Ber-
nardino-Ontar-
io, California）
房價漲幅：69％
租金漲幅：24％
炒房指數排名：第
41
欺詐指數排名：第
44

坦帕-聖彼得堡-克利爾沃特，佛羅裏
達 州 （Tampa-St. Peters-
burg-Clearwater, Florida）
房價漲幅：52％
租金漲幅：23％
炒房指數排名：第7
詐騙指數排名：第8

西棕櫚灘-博卡拉頓-德拉海灘，佛羅
裏 達 州（West Palm Beach-Boca
Raton-Delray Beach, Florida）
房價漲幅：60％
租金漲幅：32％
炒房指數排名：第42
欺詐指數排名：第3

最健康的10個房市
相比之下，下面這10家房地產市

場是最健康的，它們的房價和租金漲
幅都不高，而且炒房和欺詐的排名要
低得多。
奧爾巴尼-施奈德-特洛伊，紐約州
（Albany-Schenectady-Troy,

New York）
房價漲幅：8％
租金漲幅：12％
炒房指數排名：第59
欺詐指數排名：第73

波士頓，馬薩諸塞州（Boston, Mas-
sachusetts）
房價漲幅：42％
租金漲幅：29％
炒房指數排名：第92
欺詐指數排名：第81

劍橋-牛頓-弗雷明漢，馬薩諸塞州
（Cambridge-Newton-Framing-
ham, Massachusetts）
房價漲幅：39％
租金漲幅：30％
炒房指數排名：第90
欺詐指數排名：第80

格林維爾-安德森-莫爾丁，南卡羅來
納 州 （Greenville-Ander-
son-Mauldin, South Carolina）
房價漲幅：29％
租金漲幅：35％
炒房指數排名：第53
欺詐指數排名：第60位

路易斯維爾/杰斐遜縣，肯塔基州-印
第 安 納 州（Louisville/Jefferson
County, Kentucky-Indiana）
房價漲幅：25％
租金漲幅：18％
炒房指數排名：第46
欺詐指數排名：第87

密爾沃基-沃基沙-西艾利斯，威斯康
星 州 （Milwaukee-Wauke-
sha-West Allis, Wisconsin）
房價漲幅：21％
租金漲幅：38％
炒房指數排名：第52
欺詐指數排名：第98

俄克拉何馬城，俄克拉何馬州（Okla-
homa City, Oklahoma）
房價漲幅：16％
租金漲幅：23％
炒房指數排名：第65
欺詐指數排名：第64

匹茲堡，賓夕法尼亞州（Pittsburgh,
Pennsylvania）

房價漲幅：20％
租金漲幅：16％
炒房指數排名：第89
欺詐指數排名：第91

羅 利，北 卡 羅 來 納 州（Raleigh,
North Carolina）
房價漲幅：27％
租金漲幅：17％
炒房指數排名：第87
欺詐指數排名：第76

溫斯頓-塞勒姆，北卡羅來納州（Win-
ston-Salem, North Carolina）
房價漲幅：19％
租金漲幅：14％
炒房指數排名：第76
欺詐指數排名：第61
(取材網路)

買房會被騙在美國這些城市要小心

勞德代爾堡勞德代爾堡--龐帕諾海灘龐帕諾海灘--迪爾菲爾德海灘迪爾菲爾德海灘，，佛羅裏達佛羅裏達
州州，，欺詐指數排名欺詐指數排名：：第第11

密爾沃基密爾沃基--沃基沙沃基沙--西艾利斯西艾利斯，，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欺詐指數欺詐指數
排名排名：：第第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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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普遍認同一個觀
點，就是受教育越多，收入
越高，而收入高也提出了買
房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想
有個屬於自己的家，怎麼也
要去讀個大學。

據24/7 Wall Street報道，房地產信息網站
Trulia最近一項研究報告的數據支持了這一觀
點，而且，該研究還指出，在某些地區，沒有大學
學位的美國人仍然有機會擁有自己的住房。

除了收入水平對住房有影響之外，年齡和
各個職業發展階段也是如此。年輕人在職業生
涯的早期階段，通常比那些年長者和職業生涯
後期階段的人擁有住房的比例低。

以下就是美國人收入和教育水平與住房的
關係，一起隨僑報網瞭解一下吧。

高中肄業

圖片來源：Watchdog
中位數收入：$26,874
有房者比例：40.5％

高中畢業

圖片來源：OCDE News-
room
中位數收入：$48,842
有房者比例：56.4％

學士學位

圖片來源：classroom.synonym
中位數收入：$82,202
有房者比例：67.3％

研究生學位

圖片來源：CNN
中位數收入：$98,772
有房者比例：73.6％

博士學位

圖片來源：The Babb Group
中位數收入：$117,684
有房者比例：73.7％

專業學位

圖片來源：Environmental & Energy Manage-
ment
中位數收入：$134,680
有房者比例：76％

該研究顯示，高中畢業文憑可以讓美國人
的中位數收入翻倍，有房比例高16個百分點。而
專業學位，如醫生、律師、MBA，收入最高，有自
己住房的比例超過75％。

不僅如此，Trulia還研究了有無學士學位以
及職業不同階段之間有房比例的差異。

早期階段（22歲至35歲）

圖片來源：Ventureburn
中位數收入：無大學學位，$ 39,045；有大學學位
，$ 74,843
有房者比例：無大學學位，25％；有大學學位，
42％

職業中期（36至49歲）

圖片來源：Business 2 Community
中位數收入：無大學學位，$ 51,559；有大學學位
，$ 106,328
有房者比例：無大學學位，49.2％；有大學學位，
73.4％

有經驗（50至63歲）

圖片來源：Keywordsuggest
中位數收入：無大學學位，$ 53,000；有大學學位
，$ 105,387
有房者比例：無大學學位，63.8％；有大學學位，
82.2％

退休（63歲及以上）

圖片來源：Russell
中位數收入：無大學學位，$ 34,040；有大學學位
，$ 71,182
有房者比例：無大學學位，68.4％；有大學學位，
81.2％

在美國買房 受的教育要足夠高
上

美國買房美國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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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lia 還注意到幾個
美國城市/大都會地區，沒
有大學學歷的有房者比例
很高。

長島，紐約州（Long
Island, New York）

圖片來源：Wikipedia
有房者比例：71.5％
房價中值：$ 418,563

沃倫，密歇根州（Warren, Michigan）

圖片來源：The Odyssey Online
有房者比例：67.5％
房價中值：$ 186,940

代托納海灘，佛羅裏達州（Daytona
Beach, Florida）

圖片來源：tonygiese
有房者比例：67.1％

房價中值：$ 176,028

大瀑布城，密歇根
州(Grand Rapids, Michigan)

圖片來源：The Odyssey Online
有房者比例：66.7％
中位數值，$163,311

加里，印第安納州（Gary, Indiana）

圖片來源：JoeyBLS Photography
有房者比例：66.4％
房價中值：$ 145,267

卡姆登，新澤西州（Camden, New Jer-
sey）

圖片來源：Encyclopedia of Greater Philadel-
phia
有房者比例：65.2％
房價中值：$ 181,283

薩拉索塔，佛羅裏達州（Sarasota, Flor-

ida）

圖片來源：dwellingwell
有房者比例：65.1％
房價中值：$ 239,240

蒙哥馬利，賓夕法尼亞州（Montgom-
ery, Pennsylvania）

圖片來源：piedmontperspective
有房者比例：64.4％
房價中值：$ 300,624

匹茲堡，賓夕法尼亞州（Pittsburgh,
Pennsylvania）

圖片來源：The Odyssey Online
有房者比例63.8％
房價中值：$ 129,865

阿倫敦，賓夕法尼亞州（Allentown,
Pennsylvania）

圖片來源：Morgan & Westfield
有房者比例：63.1％
房價中值：$ 182,606

在美國買房 受的教育要足夠高
下

美國買房美國買房

I/房地產專日/170912A繁 下 房地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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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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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普林斯頓教授：什麼樣的中國學生被淘汰？
在中國做研究的學生往往都會給人以比較

功利的感覺，這似乎是國外學校在面試中國博
士生時固有的印象了。事實上，這一點其實深深
植根於中國孩子教育的全過程中。作為普林斯
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招生工作的負責人，康毅
濱教授就看到了太多這樣的例子。在他眼中，很
多中國學生雖然聰明、勤奮且能力也很強，但他
們卻並沒有找到自己真正熱愛的東西，而是被
狹隘的競爭意識困住了。在這方面，美國教育體
系培養孩子從小形成的“公共意識”的確顯得更
加具有長久的影響力。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教授康毅
濱先生，負責該系在中國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觸
了形形色色的中國學生，其中絕大部分是清華(
微博)、北大(微博)、復旦(微博)、中科大(微博)等
國內知名學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
教育給學生帶來的困擾。

“中國學生聰明，勤奮，但也迷茫，功利心比
較重，妨礙了他們的長遠發展。”康毅濱在接受
《星期日新聞晨報》訪問時說。

什麼樣的學生被淘汰？每年一月底，康毅濱
就要從系裏抱回一大包資料仔細看——裏面是
所有申請普林斯頓生物分子系的中國學生的材
料。

每年，該系每年大約招收25名本科學生攻
讀博士，系裏給康毅濱的“中國額度”有4個，而
他收到的申請約有七八十份，只有4%左右的

“成功率”。每個“申請包”主要有這些材料：本科
各科成績單，托福(微博)和GRE的考分，個人陳
述，以及推薦信。康毅濱把它們分成“定量”和

“非定量”兩類。分數他看得很仔細，但那些“非
定量”的東西卻能告訴他更多。

X=星期日新聞晨報
K=康毅濱
X：“個人陳述”有什麼用？
K：就是說說妳為什麼想成為一個分子生物

學家，為什麼想來普林斯頓。
X：妳看過幾百份“個人陳述”，從裏面看到

了些什麼？
K：中國學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

出來，他們寫的“陳述”經常千篇一律，缺乏特點
。

X：他們給妳什麼印象？
K：不清楚為什麼要來普林斯頓，或者過分

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實的自己。
X：真實鮮活的“陳述”是怎樣的？
K：有個學生是這麼寫的：他以前的專業是

電子工程，後來才慢慢發現真正感興趣的是生
物。他申請轉了系，盡管絕大多數人反對，因為
沒有基礎，讀得有些吃力，但他還是很高興。因
為每一學期都會比上一學期進步一些。他的“陳
述”給我留下了比較深的印象，因為它展示了一
個人在尋找和實現夢想過程中的困惑和欣喜。
去年我們還錄取了一名學生，她在“陳述”中坦
率地指出了母校的問題：她很遺憾本科四年沒
有接受更為全面的教育。妳可以看到她的渴望。
第一輪篩選，從80份申請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
右的“候選人”。

2月初，康毅濱開始電話面試。雖然並不直
接和學生面對面，但大洋彼岸傳來的聲音，會告
訴他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學生。

X：妳會問些什麼問題？
K：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語能力、科研經歷、隨

機應變的能力，以及學生的一些背景狀況。
X：接到電話的學生，會很緊張吧？
K：電話面試大約一個小時，45分鐘說英語，

15分鐘用中文。就算英語不是特別好，學生還是
可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國學生會
把它看作一個“考試”，而不是一個“對話”，所以
有些會很緊張。

X：妳聽出了什麼？
K：有些學生聽得出來他（她）事先在紙上寫

好回答，照著念，或者是背出來。還有是“排練過
度”，說得非常溜，像演講一樣，但並沒有針對我
的提問。

X：他們會給妳留下什麼印象？
K：那些答非所問的學生，我想可能沒有自

己做過真正獨立的研究，或者對自己沒對信心。
我希望學生是展現一個真實的自我，而不是一
個過度包裝的、失去了真實性的“加工成品”。

X：或者是我們的教育沒有告訴他們，說實
話是最好的回答。

K：我們要挑選的，是真的熱愛科學、而且誠
實的人。去年，我幾乎是在申請截止前的最後一
刻才收到了一個學生的材料，條件很好，我就給
他打電話。他老老實實告訴我，雖然他很早就進
實驗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為什麼，實驗
總不是很順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實
驗中遇到的問題，和為解決問題所作出的種種
嘗試。表面上看，他的科研並不成功，但我能感
受他的認真、誠實、努力，這已經具備了一個科
學家、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

電話面試並不是最終的決定。之後，康毅濱
要在候選人中反復地掂量、比較。在這個過程中
，分數高低往往不是決定因素，而是從細微處看
到的非智力因素。

X：分數不重要？
K：分數很重要，但不是一個絕對因素。申請

普林斯頓的學生都是國內名牌大學的尖子，經
過高度選擇過的人，智力都沒有問題。我會仔細
看每一門的成績，但並不是分數高就能入選，相
反，我認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實力並不相差
太遠。錄取與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

我們系錄取過一個河南的學生，家在農村，
初中就獨自在縣城住校讀書，吃過不少苦。在電
話和電郵裏，我感覺到她為人謙和，沒有一些被
寵慣的尖子生的趾高氣昂。還有個學生，他會和
老師“套瓷”，但不是恭維，套近乎，而是自己的
確做過研究，對老師有真正的了解，提問很專業
，很深入。這樣的學生，不油嘴滑舌，讓人感覺到
懂得認真負責，尊重機遇。但有的學生過於自信
，甚至有些傲慢，覺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頓，就
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很難給人留下
好印象。

進入普林斯頓的學生會遇到什麼樣的困擾
？

來上海之前，康毅濱在福
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
親、侄子去爬山。讀五年級的侄
子告訴他，在他們學校，老師讓
每個學生都要在班上找一個

“對手”。每次考試下來，贏得多
的同學受表揚，輸得多的要被
批評。在這樣的氛圍中，班上學
習好的同學也不大願意花時間
幫助成績不好的同學。讓康毅
濱震驚的是，目前中國基礎教
育到處可見這樣的“激勵”方式
。普林斯頓是金字塔尖上的精
英學校，但對最終被普林斯頓
錄取的中國學生來說，與其說
已經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
說真正的競爭剛剛開始。

而這時候，中國教育從小學——不，從幼兒
園——就開始灌輸的狹隘的競爭意識，清楚地
烙在這些留學(微博)生的身上，困擾著他們。

X：中國學生到了普林斯頓後，會遇到哪些
問題？

K：有些學生進入普林斯頓後，心態急，享受
不了科學研究的樂趣，而把實驗看作“計件勞動
”，急於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頭喪氣。有些學
生進來後發現，自己辛辛苦苦讀了那麼多年書
考上來，但這並不是自己喜歡的、擅長的，很迷
茫。還有，他們往往在人際關系上會遇到問題，
覺得不受歡迎，孤單。

X：為什麼會這樣？
K：普林斯頓相信學習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是一個認識自我，發現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麼
、熱愛什麼的過程，但國內教育系統出來的學生
，常常是另一種心態：最好一進學校，就有人指
定給他（她）一個課題，而且是一個保證可以做
出來成果的課題。

就像解一道數學題，一定會有答案，做出來
了就能拿高分。然後呢，就想靠這個課題找到一
份體面的工作。他們基礎紮實，學習勤奮，上進
心強，應試能力強，成績優秀，但缺乏探索精神，
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比較弱，功利心比較強。

X：其實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態。
K：我們系有過一個中國學生，來普林斯頓

不久，我發現他並不真正喜歡研究。後來他告訴
我，其實早就發現自己並不熱愛科研，但從小學
到大學，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考上
美國一流大學。他是為了別人的期待考普林斯
頓的。

其實這個學生小時候對生物很有興趣，只
是後來成人世界把他的實驗成功與否過早地和
名利、和事業緊緊聯系在一起。而在這一行業真
正成功的人，往往並不以出人頭地為目的（如果
只是為了這些，還有其它很多更簡捷的路可走）
，而是享受探索的過程，包括其中許許多多的失
敗和得來不易的成功。

X：妳剛才說的中國學生在人際關系上的麻
煩，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K：妳看，我小侄子從小就被這麼“教育”，從

這樣的思維裏出來的學生，對競爭的理解會很
狹隘，認為把別人踩在腳下就是勝利，把別人壓
下去就是成功。

實驗室是一個團隊工作，有人發表論文，本
來是大家一起高興的時候，但一些中國學生往
往有些悶悶不樂，似乎別人的成功就意味著自
己的失敗。有時科研項目八字還沒一瞥，就想

“分家”，好算作自己一個人的成果……有些中
國學生特別想快速成名。這樣的心態，學校和家
庭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

在美國，成績是一個人的隱私，不會公布出
來，分數就不會造成那麼大的壓力。他們提倡團
隊的合作，互相幫助，共同提高。

X：兩種意義上的競爭，就會產生矛盾。
K：這樣的競爭意識過強，就會缺乏團隊精

神，以自我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
他人關系的緊張。

比如，老生周末帶新生開車購物，晚到了幾
分鐘會被人埋怨，而新生卻可以理所當然地在
超市慢條斯理地貨比三家，讓老生在外面等幾
個鐘頭。

還有學生問我：為什麼去年邀請他去家裏
過節的那些美國人今年不再邀請他了呢……

有時候我會想，他們恐怕自己都沒有意識
到這是一個問題。從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
飯的碗筷，換下來的臟衣服……爸爸媽媽爺爺
奶奶都幫他們處理好了，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
自然會覺得理所當然。

而多數美國學生的確比較有“公共意識”。
實驗室的垃圾通常他們處理得比較多。生物系
有許多做後勤工作的員工，包括老鼠房負責日
常餵養的工人，運送實驗用品的搬運工和收發
員，打掃實驗室的清潔工等。

每年到了聖誕節，我實驗室的美國學生會
牽頭一起湊份子，每人出個五塊十塊，買個小禮
物送給那些工人，以表示對他們平時工作的感
激。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個
學生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將來他在事業上能
走多遠。（來自公眾號外灘教育 作者：康毅濱 編
輯：吳研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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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活必看：五件稍不注意就
進監獄的小事

(本文來自搜狐網)喝啤酒被捕?威脅同學
“小心我打死妳”被抓?到論壇下個《變形金剛》
正在看，沖進來幾個警察直接抓人?如果有人告
訴我國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小編一定問他是
不是腦子進水了。但在美國，這絕不是開玩笑的
事情，因為無數不信邪的先輩已經為妳做出了
榜樣，傳說中的“海澱小霸王”李天一就有幸曾
是其中一員。所以親愛的同學，如果妳想要妳去
美國留學，建議妳一定要好好看看下面這些在
國內是小事，在國外是大事的規定，不要因為一
句隨口而出的話，結果就免費參觀美國監獄去
了。
女青年未滿21歲，喝啤酒被捕

一位女留學生，因為未滿21歲喝了罐啤酒，
結果就被警察帶走了，這讓國內無數小夥伴驚
掉了眼球，紛紛感嘆“還是社會主義好啊”。話說
改革開放後，赴美旅遊、探親、工作、留學的中國
人越來越多。“入鄉隨俗”是必須的，比如上餐館
、住旅館，不要忘了付小費。但這是遠遠不夠的，
還必須“入鄉隨法”。尤其是對小留學生來說，更
須時時處處夾緊尾巴。近年來，赴美留學低齡化
，大多數是不到20歲的青少年。英語的數字從13
到19，都是teen結尾的，所以，13到19歲的青少
年被美國稱為teenagers。這個年齡段的孩子，

能夠赴美留學，通常
家裏都是有錢的，有
錢容易“任性”，無法
無天。在中國，也許可
以逍遙法外;但在美國
，一定會攤上大事。最
近的中國留學生綁架
、虐待女同學的案子，
就是一個震驚美國的
案例。

哪些事在中國是
小事，而在美國就是
大事呢?對中國的小
留學生來說，至少得
牢記以下數條。

其一，不可發出
任何恐嚇的言辭。在
中國，小青年可隨口
而出，小心我收拾妳!
小心我揍妳!小心我做
了妳!小心把妳家燒了!
等等。2010年，在新澤西留學的翟田田被捕入獄
，就是因為學校認為他發出“要燒教學樓”的恐
怖言辭。在美國，不能說氣話。按照新澤西法律，

若審訊後罪名成立，最高罰款為7萬5千美元，
監禁3至5年。4個月的牢獄之災後，翟田田最終
憑藉“自動離境”權利離美歸國。

其二，不可欺負、戲弄人。人稱“海澱小霸王
”的李天一曾被父
母送往美國一所著
名的冰球私立學校
留學。在美國學校，
小霸王霸氣依舊，
不久，因打架、欺負
同學，被學校開除，
只得回國。

此外，還有一
種群體的戲弄懲罰
。在美國的學校，學
生可以自己成立組
織。有些組織有入
會規定，新會員必
須接受一定的肉體
或精神的處罰，才
能入會。這叫做“戲
弄懲罰”(hazing)，
類似惡作劇。這種
戲弄懲罰是非法的
。該團體的學生，都
可能卷入刑事案件
。

其三，非法拷
貝。青少年喜愛聽
音樂、看電影。在中
國，下載後自娛自
樂，貌似無人告發。

在美國，絕對犯法。根據美國法律，非法拷貝的
處罰是“可關進聯邦監獄長達5年以及25萬美
元的罰款”(upto five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and a fine of$250,000)。

其四，抄襲剽竊。中國有些名人不以抄襲為
恥。於正說，“抄襲只要不超過20%，比如妳把20
集戲全抄了但只要擴充到100集，法院就不會追
究。”。很是“理直氣壯”。按此奇葩理論，盜賊到
於正家裏盜竊20%的財產，法院就不會追究?在
美國，只要是抄襲，不管篇幅占多少，都是犯法
的。根據美國法律，大多數的抄襲屬於輕罪，罰
款幅度為1百美元到5萬美元，並可判刑一年。
依據某些州和聯邦的法律，抄襲也可視作重罪，
可面臨罰款高達25萬美元，以及坐牢長達10年
。學生作業抄襲，成績一律算零分，並可能被開
除出校。

其五，禁止喝酒抽煙。這有個年齡界限，絕
大多數的州是21足歲。在未滿21足歲前，嚴禁喝
酒抽煙，連啤酒都不能喝。所以，酒吧也不能去。
在美國，買酒買煙進酒吧，都要看駕照，以確定
是否符合法定年齡的規定。若是弄個“大齡”證
件，那就多了一條罪狀：偽造證件。對此，各州處
罰標準不一。在奧列岡州，可判入獄長達5年並
罰款 12萬 5千美元(tofive years in prison and
a $125,000 fine)。

幾十年前，毛澤東號召“上山下鄉”，認為青
年應該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現在，

“任性”的孩子被父母送到美國，不妨看作接受
美國的法制再教育，如此，若入鄉隨法，重塑自
我，花費巨款還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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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蠻泛泛的話題，好難回答啊。網友李小
喵現在在公立小學教課，所以主要寫寫k-12的教育
吧，尤其是公立學校。
一、客觀環境
1. 財政支持

美國公立學校是有政府財政支持的，所以學生
上學是完全免費的。在公立學校上學，你不能強制
要求學生帶或買任何東西，只能建議，包括並不限
於校服、課本、文具（對，包括鉛筆、橡皮、鉛筆
盒、紙、本子之類的）等等，所以學校裡會提供一
切東西。有些學校會要求學生穿校服，但是如果學
生買不起，學校也會提供一些。

早餐和午餐也是，如果是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請
打折或者免費。其實本來也不貴，一頓飯也就4塊錢
左右，兩頓不到10塊，就這樣，很多人也出不起這
筆錢。所以其實很多窮人送孩子上學的一個目的也
是：有人給看著，而且有飯吃。

除此以外，還有免費的校車什麼的。美國校車
真的惹不起。在美國考駕照，筆試會有這麼一道題
：校車的紅燈閃亮，並停在您駕車方向的前方，您
必須：停車，直至校車的紅燈停止閃亮。

另外要說的就是：每次我們看到其他國家的福
利的時候，也請看看他們付出了什麼。當時我在國
內交16%的稅就覺得已經很高了，後來來了美國我
就呵呵了，工資25%-30%的稅真是傷不起啊……即
便每年4月份會退稅我也是覺得然並卵……所以我從
來都不羡慕歐洲的高福利……養著一幫不工作的年
輕人在家打遊戲……

BBC紀錄片中國學校裡的中國老師把英國學生
不好好學習的原因歸咎于英國的福利體制太好了，
其實美國也一樣，英美一家人。我覺得也不無道理
。

如果國內所有公立學校也能做到真正的免費教
育，物價比現在便宜一半以上，每個月工資2000塊
也夠吃夠喝，我估計努力學習的人可能會和現在不
一樣。
2. 師生人數比

美國因為人口比國內少，所以師生人數比國內
少也是合情合理的。一般情況下公立學校是一個班
25個人左右，但是經常會有30個人左右，如果到40
就比較罕見了，50個不太可能，因為就能分成兩個
班了。

人數少聽上去比國內要好，小班教學什麼的。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美國的熊孩子如果真的五六十
人一個班，就沒法上課了。。。一個熊仔頂倆仨國
內的孩子鬧騰，所以其實加起來也差不
多。所以美國老師要花很多時間在課堂
管理上。

私立學校一般人少一點，一個班十
幾個甚至不到十個都有可能。根據我的
經驗就是：素質高的有錢人家的孩子一
般比較好教，因為聽話，認真。這樣的
話，小班教學效果還是挺不錯的。
二、人文環境
1. 對教師的要求

公立學校老師因為屬於公務員，公
家機關入職特點就是：要把你的背景查
個底朝天。所以如果想當老師、警察、
消防員、入伍之類的，平日最好不要惹
上什麼官司起訴之類的，否則會很麻煩
。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培訓，比如防止
虐待兒童、學生自殺預防、LGBT學生如
何管理、網絡欺淩等等。像我們學區就

是，教師不參加防止虐待兒童的在線培訓，就沒法
在學校用電腦上網。。。所以以前網上的什麼美國
老師和學生亂搞什麼的那都是個案，被媒體拿來說
事。誰會冒著丟飯碗的風險做這種事情。。。平日
老師都不敢碰學生，也不敢和一個學生單獨在教室
裡，因為一旦出了事，哪怕是學生誣告，打官司老
師基本是不會贏的。。。
2. 教師的培養

公立學校老師必須有教師資格證，因為不像國
內一樣背背念念考幾門試就過了，需要修一年半到
兩年左右的學分，所以其實這一通折騰下來，也挺
不容易的的。私立學校雖然不一定需要證，但是也
需要比較強的教學背景、人際能力或者名校背景之

類的。我遇見的老師基本上還都是挺好的老師
，至少都很認真負責。雖然每天三點就放學了
但是還是開會、備課什麼的，晚上週末加班到
很晚也不新鮮。所以我總說的一句話就是：其
實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師資
，而是學生素質。看你希望孩子和什麼樣的同
學一起成長。

我覺得美國這種教育體制其實還是蠻明智
的：公立學校老師必須要證，但是證需要教師
自己到學校修課考試來拿。畢業之後拿到的是
初等教師資格證，然後公立學校還會免費提供
新老師培訓，就是學區派老師去你班上看你上
課，看你有什麼問題，幫助你。兩年之內，一
邊教課一邊學習，然後拿到永久性教師資格證
。

在念教師資格證的時候，開始是看有經驗
的老師上課，做筆記，學習教育基礎理論：課
堂管理、教育心理學、公共演講等等；第二三
學期開始學習如何教具體的科目，然後到學校
一邊看老師上課，一邊開始試教幾節課；最後
一學期實習，到學校裡在有經驗的老師的監督
下全天教課，然後給你意見反饋，改進。與此

同時還有一些州立考試，來考察你的讀寫、算數能
力還有你對要教的科目的知識掌握程度。

而且公立學校鼓勵老師多修學分，拿碩士學位，
因為學分越高，有研究生，工資會不一樣。比如下
圖就是加州Fremont學區的教師工資表。橫著看分為
CDEF四檔，C檔BA是本科學位，D檔BA+45是本
科+45學分，E是本科+60學分，F是本科+75學分。
豎著是年份，隨著年份增長，工資也在漲。但是請
注意，C檔的工資在第11年以後就不變了，D檔是
12年以後不變，E是13年，F是一直再漲。所以結論
就是：學區鼓勵你多修學分。最下面的小字寫著：
研究生工資漲3%，博士漲3%，研究生+博士漲6.1%
。

都說美國教育好，到底好在哪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71002E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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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将至，世界各地华

侨华人已开始积极筹备，浓重的节日气氛扑面而来。同

时，华人商家也摩拳擦掌，瞄准了“中秋热”给当地华埠

带来的商机。据当地媒体报道，旧金山华埠街坊会也将于

9月28日至10月4日在华埠举办中秋购物街会。另外，西

班牙华人华侨联合会近期也举行了中秋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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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洋过海”中国节

“八月十五快到了，我们已经从国内订了一些月饼，正在运往英国
的途中。中秋节大家来订餐的时候，就可以免费品尝。虽然不能保证
每人吃一个月饼，但我们可以切成几份，每人都品尝到一块。”在英国兰
卡斯特市经营中餐馆的华人老板谢传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兴奋地说。

在意大利米兰经营重庆小面的华人老板吴俊鑫也告诉我们，
“快过中秋节了，我打算跟店里员工在打烊之后一起吃顿饭庆祝节
日，在国外华人都是一家人。”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近日，纽约华埠共同发展机构与华埠
商业改进区在华埠举办第四届“中秋佳节周末行”活动，现场人头攒
动，挂满了红彤彤的灯笼，好不热闹。今年活动不乏亮点，从白天一
直持续到晚上，晚间在爱烈治街举行夜市，民众可以坐在街边品尝
美食。此外，今年还专门将科西街和爱烈治街交界处的地面修复平
整，铺上绿色地毯，带来生机盎然的绿意，还特别设计了儿童玩耍区
和中秋节自拍区，增添了中秋佳节的气氛。

另外，美国的许多超市也设有月饼专区，吃月饼的美国人越来
越多，今年的“月饼大战”已在美国各地开打。报道称，10年前知道
中秋节的美国人并不多，现在越来越多。如今洛杉矶很多美国人，
每到中秋都要买一盒，他们不放过一年只有一次品尝“甜腻得让人
回味良久的中国点心”的机会。

据西班牙《欧华报》报道，西班牙华侨华人也在近日举办了多场
迎中秋活动。侨胞们与热爱中国文化的西班牙友人欢聚一堂，举办
中秋联谊会，品尝月饼、话说中秋，提前共享佳日良辰。

香醇浓郁中国味

中华儿女遍布世界各地，有道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华
人在的地方，就有中国的传统佳节，节日在海外照样过。近些年来，随
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远渡重洋、移居海外，也将中国的传统节日“漂洋过
海”带去了大洋彼岸。再加上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渐
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节日。

“在英国，逢年过节，我们中国人偶尔也会邀请一些关系比较好的
外国朋友来一起吃饭、庆祝，给他们介绍中国的传统习俗，让他们品尝
中国菜。”在英国学习、生活多年的华人青年袁海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他认为，外国人对中国节日和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度不断提升，这跟
华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宣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这几年，越来
越多的中国“设计”、中国“创造”在海外市场崭露头角，也使得欧美国家
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有所改变。中国文化已不再是古老和传统的代名
词，中国文化已开始为“创新”代言。

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两年的华人刘莹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表示，
每逢中国节，悉尼的中国城都会张灯结彩，节日氛围十分浓厚。比如今
年，悉尼的一个华人社区办起了中秋节集市，人头攒动，其中不乏很多
前来感受中国气氛的老外。“中国传统节日跟西方节日大不相同，对老
外来说我们的节日和文化是十分新鲜的，这足以吸引他们。”

“我每次炒完菜从后厨来到餐厅，都会有客人起立为我鼓掌。”
谢传铭在接受采访时骄傲地说。他表示，中华文化是优秀的，比如
我们用心雕琢的中华美食，这也是中国文化在海外广受欢迎的
原因。

历久弥坚中华情

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节日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中国节”在海

外走俏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展现

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如何让这张名片更亮眼，需要全世界华侨华

人的共同努力。

谢传铭认为，想要提高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知名度，最重要的是

提高我们文化产品的品质。比如，在海外的中华餐饮业，要想获得

认可，必须提高中餐厨师的业务素养。“我干餐饮 20 多年了，作为

一名厨师，站在锅前，心情不好，就不要炒这道菜了，如果你炒完连

自己都不满意，就不要让服务员端出去上桌了。”他说。

“有一次几个瑞士人来我面馆吃完 12 欧的面，小费就给了 50

欧。而且吃的连汤汁都不剩，完全‘光盘’。这说明中国的东西足够

好，才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吴俊鑫向我们介绍道。

“世界各地的中国味儿越来越浓了，这值得每一个华人欣喜。

如何将这种独特的‘中华情怀’保持下去、发扬下去，还需要更多人

的努力。”刘莹琦说。

浓浓中华情，牵动着每一个在外游子的心。袁海翔认为，华

人自身的素质和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文化，决定了

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身处何方，都深

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我们的每一点进步汇聚起来，就是满满的正

能量。”

中秋节情浓 中国味飘香
中国节日在世界越来越流行

孙少锋 于川梓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作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一宣布就引发了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海外多位专家院士、精英学者。他们惊叹中国的变

化，为中国的发展成就喝彩，期待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取得更大辉煌。

成就：赶超之后再创新

5年来，中国发展稳中求进，新科技成果层出不穷，经济增长动
力持续强劲，引发了海外院士的好评。

“中国的创新实例不胜枚举，每一个都那么不可思议。”澳大利
亚工程院院士马尔万·贾布里认为，“在当前新的工业革命中，中国
有着绝佳的机遇。”

“看一看国际顶级的科学类刊物，你就会发现，中国本土研究者
独立撰写的论文数量，正在飞速增长。”欧洲分子生物试验室教授及
主任马迪亚斯·维尔纳·亨策这样说。

“高效，动态，无限可能”，德国科学院院士朱晓香用这3个词语
来形容中国在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

“中国的高铁，从技术上和里程上，都超过了其他国家。”英国皇
家工程院院士李琳对中国的高铁技术非常关注，“中国已经不再是
追赶了，而是赶超之后的再创新了。”

“在癌症治疗和预防方面，中国的技术日趋先进和成熟。可以预见
在未来，中国将在该领域中处于全球非常领先的地位。”查尔斯·昆比斯是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医学肿瘤学教授。作为癌症研究与医学肿瘤学的专
家，他与很多中国医生切磋过医术。

“5年来，中国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很多中国的企业驰名海外。5
年前，类似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还只能算是初创企业。现在，几乎
所有人都知道它们。”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郭英杰说。

“昨天去参观了华为。他们告诉我们，华为有12万员工，一半是
科研人员。”比利时皇家科学院与艺术学院院士澳斯特林克·安德烈
说，“拿太阳能电池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国。”

“两年前，中国非常有力地推动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签
订，这是很了不起的。”法兰西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埃尔韦·
莱·特鲁非常认可中国在环境保护上作出的努力，“在可再生能源
方面，中国也是世界领先者。”

中国的科技人才受到海德堡诺贝尔奖获得者论坛基金会科学
主席安德列亚斯·路透的肯定：“目前，在我带的60位计算机科学的

博士生中，有15位来自中国。”
“中国的变化是一个奇迹。几乎所有的都是崭新的模样，我几

乎快忘了以前是什么样的。”葡萄牙里斯本科学院院士卡洛斯·萨莱

马激动地说。今年8月，他又一次来到中国，这距离他第一次来访已

经过去了20多年。

未来：中国将引领世界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在思考中共十九大之后未来5年
中国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时，查尔斯·昆比斯这样感慨。

“未来的 10到 15年，中国将会引领世界。”澳斯特林克·安德烈
则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一带一路’倡议使相关国家密切联系，把世界联系成了一个
更紧密的整体。”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克劳斯·赫金还认为，中国的
城市规划和农业发展经验，值得世界各国学习。

“未来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如同打理一
个花园一样，如果你想有收获，就需要从长远角度规划。”英国皇家
工程学院院士阿瑟克·南迪这样认为。

“在未来全球发展中，中国将至关重要。”埃尔韦·莱·特鲁这样
定义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

“习近平主席是中国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善于向世界表达，敢
于让世界知道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理应赢得其他国家的认可和尊
重。因为习主席的政策，普通人变得越来越开心。”加拿大皇家科学
院院士王家璜认为，中国要继续现在的发展态势，并在未来为全球
发展作出贡献，离不开习主席的领导。

海 外 院 士 点 赞 中 国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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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日式料理擺盤精緻，口味清爽
，對享受美食來說是一場絕佳視覺饗宴。其中，日式拉麵帶著醇
厚湯頭熬製、Q彈有嚼勁，非常受到老饕們歡迎，這也讓休士頓
日式拉麵店雨如後春筍般一家接著一家開，百家爭鳴，每一家都
獨具特色。
讓日式拉麵成為 「國民美食」

秉著對日式拉麵的熱愛，希望讓日式拉麵成為 「國民美食」
，美南國際電視台STV15.3美食節目主持人翁大嘴(Koji)毅然決
然投入日式麵食市場，憑著長年累積的精湛廚藝和對日本料理及
飲食文化的了解，主持許多包括 「大嘴吃四方」 、 「美食美客」
等美食節目洗禮，他期盼帶給休士頓顧客更多元選擇，人人都能
吃到拉麵文化精髓。

「千呼萬喚始出來」 ，招牌懸掛了快一個月， 「Koji's Ra-
men Bistro」 終於在10月6日(上周五)試營運(soft opening)，儘
管這中間不少人看到可愛顯眼的招牌而慕名而來，翁大嘴仍堅持
準備好再開張，不選擇大張旗鼓，反倒低調開張，來店裡的顧客
都能以舒適氛圍享用美食，這也正符合店內小巧精緻的溫馨感。
東西好吃再遠都能吸引顧客上門

該店位於Cypress區域，不在中國城區、Galleria或市區等
商業中心開張，翁大嘴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不與別人 「人擠人」
，拉麵店地理位置良好，附近有學校、教會和住宅區，對於顧客
流通絕對沒問題，他一點也不擔心地理位置偏遠，反而可以讓他
獨占鰲頭， 「東西美味好吃，再遠都能吸引顧客上門」 。

店內空間不大，但分外清爽優雅，牆上特別擺放他從日本帶
回來的經典裝飾小物，讓整個拉麵店更充滿日式風格。翁大嘴說
，在充滿日本壁畫、燈籠等日式小誤點綴下，更有日式家常的親

切感。
經營拉麵店初衷

說起經營拉麵店的初衷，翁大嘴表示，除了
自己年輕在日本留學，並曾長期居住在日本，他
對日本美食瞭解透徹，他希望用一種最好入門的
食物，介紹日本飲食文化。比起做工較講究的正
統日本料理，拉麵接受度更廣，可謂是日式美食
入門款。

他也透露，在日本，拉麵有解酒功用，在日
本喝完酒一定要吃拉麵， 「吃的再飽，喝的再飽
，肚子裡面還是有空間留給拉麵」 ，顯見拉麵在
日本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獨門日式中華料理

儘管日本拉麵屬美食入門款，不論是品嘗或
自己嘗試下廚都不難，但翁大嘴也說，拉麵最重
要還是湯頭，還有麵條的挑選，湯頭一定要熬製
到濃郁到不鹹膩，麵體也要Q而不硬，浸泡在湯
裡都能一直維持Q彈，這也是他店裡的秘密武器
。

美食無遠弗屆，但畢竟餐飲文化不同也會造成口味有所變動
。店裡不只提供口味能讓大眾接受的日式拉麵，醬油、豚骨、味
增基本款，也有擔擔麵、特製辣魚麵、排骨麵及陝西涼麵，其他
日式煎餃、日式炸雞、椒鹽蝦也是風味獨特。

該店還販售正統日式中華料理，乾燒蝦仁、八寶菜和麻婆豆
腐，都讓喜歡吃中餐的顧客多一個好去處。目前試營運期間，來
店就送甜點香甜爽口的西米露，吃在嘴裡，甜在心裡。

店家資訊
Koji's Ramen Bistro營業七天，周一至周五上午11時至下

午3時營業，下午休息，晚間5時營業至9時；周六日中午12時
至 9 時營業，電話 832-688-8204、 832-350-0186，地址
13207 Suite B Jones Rd, Houston, TX 77070，歡迎喜愛日式拉
麵老吃貨們一起前來享用熱騰騰的幸福感。

Koji's Ramen BistroKoji's Ramen Bistro開張試營運開張試營運 日式中華料理好味道日式中華料理好味道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本報歡
迎各社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信發布新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
有配圖請註明圖說，投稿請發送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翁大嘴主持美食節目多年翁大嘴主持美食節目多年，，是華人社區家喻戶曉的人物是華人社區家喻戶曉的人物。。((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日式獨門煎餃皮脆餡厚實日式獨門煎餃皮脆餡厚實，，口感豐富口感豐富。。((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湯頭濃郁但口味清淡的豚骨拉麵湯頭濃郁但口味清淡的豚骨拉麵((左左))及醬油拉麵及醬油拉麵((右右))是該店是該店
招牌招牌。。((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負責人翁大嘴親自掌廚負責人翁大嘴親自掌廚。。((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該店有著可愛顯眼的商標該店有著可愛顯眼的商標。。((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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