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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抵押貸款利率接近歷史最低點，就業
人數正在改善，租金也無下滑趨勢。那麼為什麼
租屋者不乾脆買房算了？

美國租屋者不想買房，主要是因為房價飆
升。在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季度報告中顯
示，只有 52％的租屋者表示現在是購買的好時
機，這遠低于一年前的 62％。

Realtors 的首席經濟
學 家 Lawrence Yun 表
示，每年支付更多的租金
，以及房價漲幅超過收入
的成長速度，皆令人失望
，這使民眾對于購屋更是
望而生畏，特別是那些生

活 在
東、西
兩 岸
的 城
市地區之居民。

然而，目前的業主對市
場的信心相當高，有 80％的
受訪者表示現在是購買房屋
的好時機，與去年同期相等。

71％的業主認為，此時
是賣房的好時機，較一年前
的 61％上漲許多。在近期房
屋銷售速度最快的時期，市
場的供應量卻很少。但現在

出現了一個問題：市場為什麼這麼少房屋上市？
Yun 表示，他們若非很滿意現在的居住地，

不然就是因為很難找到一個負擔得起的房屋，
所以很難以屋換屋。因此，庫存狀况惡化，限制
銷售額成長，同時拉抬價格漲幅遠遠高于收入
增長。

Fannie Mae 的季度調查顯示，房屋貸款需
求大幅下滑，達到兩年來的最低點。Fannie
Mae 表示，認為現在是購房好時機的消費者人
數已達到歷史新低。
（據鉅亨網）

只租不買成風尚只租不買成風尚？？
只因房價漲到讓買家難受想哭只因房價漲到讓買家難受想哭！！

美國租屋者不想買房美國租屋者不想買房，，主要是因為房價飆升主要是因為房價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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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是美國亞裔移民中最大的一個族裔，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6年的美國社區調查，
2006年美國的華裔人口總數為349萬7484人，
占美國人口總數的 1.2%，占美國亞裔人口的
24.3%。華人最喜歡去的10大美國城市是哪些？
買房可要看準了哦！

據最新調查數據顯示，目前美國華人最為
集中的前五個區域為：加州，華裔人口占總華裔
人口的36.9%；其次是紐約，華裔人口占總華裔
人口的16.9%；新澤西州，占4.4%；德州有12萬多
人，占4.2%；華盛頓州有8萬多人，占2.8%。

華人在美國的居住很有規律，主要是集中
在加州、紐約和大都會城市。加州的華裔人口
有110多萬人，占總華裔人口的36.9%，紐約州
華裔人口為50多萬人，占16.9%。

美國華裔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在加州
最多，有36萬7410人，第二是在紐約，有26萬
1952人。

馬薩諸塞州有5萬多人，占了4.6%。新澤西
州有5萬多人，占了4.4%。伊利諾斯州有近5萬
人，占了3.3%。而按都會地區來看，紐約–新澤
西東北地區來自中國大陸移民數量為55萬多
人，舊金山–奧克蘭聖荷西地區有50多萬人，
洛杉磯–長堤–河邊地區有45萬多人，大華府

地區有10萬多人，大芝加哥地區有近9萬人。
華人是美國亞裔移民中最大的一個族裔，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6年的美國社區調查，
2006年美國的華裔人口總數為349萬7484人，
占美國人口總數的 1.2%，占美國亞裔人口的
24.3%

華人“混的最好”十大美國城市排名

1.洛杉磯

穩坐最適合華人移民城市的首把交椅，是
美國僅次于紐約的大城市。這裏環境優美，溫
帶海洋性的氣候使全年都非常溫和，沒有特別
炎熱的夏天也沒有酷烈的冬天。

雖然空氣質量在全美排行靠後，但實
際上遠遠勝過北京等中國眾多城市。關鍵
是華人占總人口比例大，約有40萬人左右
，華人的地位也比較高，受到的限制比較小
。華人社區多，使用華語機會多，找個中餐
館吃飯十分便利，即使遇到了陳述不清的
事情，也可以找當地華人幫忙。而且那裏經
濟發達，是美國石油化工、海洋、航天工業
和電子業的最大基地，僅次于紐約的金融
中心，就業機會是少不了的。繁華的好萊塢
給洛杉磯帶來國際化的文化，豐富的夜生
活讓人感覺到這個城市非常富有人氣。

2.爾灣/新港灘

新建的爾灣建市大約只有30年，但卻是很
多人期望的歸宿地了。這個位于加州南部橙縣
的城市擁有17萬人口，其中將近30%的居民為
亞裔。都市規劃優良，華人多，近海而且氣候怡
人，擁有加州出名的陽光。這個新興城市的投
資和就業前景十分廣闊，政府管理與服務完善
，治安狀況良好。另外，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等優
秀學府就座落于此，校內華裔很多。諸多有利
因素成為包括華人在內的各國人士移居到此
的主要原因。

3.舊金山

舊金山，淘金熱把第一代華人帶到海外，

目前也是海外華人居住密度最高的都市之一。
舊金山80萬人口中，20%是華人，這在美國城
市人口中華人比例最高。

舊金山灣區景色秀麗，每一區都代表這個
文化多元的城市的另一個面向。舊金山是美國
最漂亮的城市，坐落在一座狹長的半島上，邊
緣有崎嶇不平的海岸線及寧靜的港灣，還有現
代化的大厦、沿著陡峭的山丘而蓋的二層樓連
建住宅，以及朝氣蓬勃的市場和購物中心。舊
金山的唐人街規模很大，使得華人在這個地區
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舊金山唐人街在北美所有唐人街中歷史
最悠久，在北美華人移民中占據重要位置。舊
金山唐人街也是一個著名的旅游景點，吸引了
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旅游者慕名而來。

4.聖地亞哥

聖地亞哥位于美國西南方底端，是一座別
有風情的城市，也是加州第二大城和美國的第
八大城。它的城市圈目前有大約300萬人口，據
推測現有華人不會少于10萬。

儘管來聖地亞哥華人的早期數量不多，但
近年成長迅速，十年翻了一番。聖地亞哥作為
生物製藥與無線通訊等高科技產業的重鎮，是
全美科技產業發展最具活力和特色的地區之
一。前幾年美國參議院通過排華法案道歉案，
使華裔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有所提高。

聖地亞哥近年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華人
在這裏投資、工作，成為他們生活的風水寶地
和安家首選。聖地亞哥鄰近墨西哥邊界，海灘、
山以及沙漠都距離不遠。許多人喜歡來此度假
旅游，除了衝浪、賞鯨、游泳、航海等海上活動
以外，拜訪附近的高山和沙漠也是很好的戶外
活動項目。(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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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美國這1010大城市華人最愛大城市華人最愛
買房就要去那兒買房就要去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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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聖荷西

聖荷西也就是舉世聞名的矽谷所在地，是
加州第3大城市。這已經是第五個入選最適合
華人移民的加州城市了，也是北加州灣區的重
要組成部分。這裏的文化非常多元，華人在政
治、經濟和文化上有自由伸展的充分空間，生
活上也十分方便，當地的中文電視臺每晚都播
放著中文新聞和電視劇。很多來自大陸和臺灣
的華人新移民更多的不再從事餐飲等傳統行
業，而是在矽谷的高新技術領域大展身手，他
們的住處也多選擇在矽谷附近的別墅群裏。

6.西雅圖

一部《北京遇上西雅圖》不僅炒熱了西雅
圖的旅游路線，也帶動人們對西雅圖移民的關
注。西雅圖是華盛頓商業和文化的首府，是美
國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距離溫哥華只有
兩百多公里。實際上，自2008年西雅圖開通直
飛中國的班機開始，到2009年，原任華盛頓州
州長的駱家輝先生出任商務部長，西雅圖的知
名度和投資熱度就開始越來越高。雖然國際性
的大公司像是微軟和波音公司等為這個地方
帶來無數財富，西雅圖當地居民的生活仍然非

常悠閑。
西雅圖是華盛頓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

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2013年7月被評為
美國發展速度最快的主要城市，這裏有微軟、
波音、亞馬遜、星巴克等國際性大公司。

另外，西雅圖有“翡翠之城”（Emerald City
）、“雨城”、（Rainy City）、“常綠之城”（Ever-
green City）等美譽。西雅圖附近有面積廣大的
河流、森林、湖泊和田野，在這裏整年都可以進
行帆船、滑雪、騎車、宿營和徒步旅行等活動。

7.紐約

紐約這一世界級大都市是全美華人最多
的城市，也是最多元化的城市。據2010年統計，
紐約海外華人人口超過68萬，是亞洲以外華人
最多的地方。紐約市內唐人街不止一個，繁華
的曼哈頓華埠、布魯克林華埠和法拉盛華埠，
都使人感覺置身于地道的華人世界。

紐約也是各國移民的最主要選擇，移民人
數超過洛杉磯和邁阿密。紐約被譽為世界文化
之都、購物天堂，同時教育水平也相當發達。

8.波特蘭

波特蘭位于美國的俄勒岡州，風景秀麗，
是美國的“玫瑰之城”。波特蘭還被稱為“橋城”
、“河城”，也曾獲選全美最適合育嬰的城市。波

特蘭是美國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美國重要的
經濟中心，關鍵是這裏的生活開銷也很低。波
特蘭市南部坐落著俄勒岡州立大學，是美國最
著名的州立大學之一，由林肯親自主持建立，
學術聲譽極高。波特蘭大約有10萬華人，這裏
的中文學校也很多。

9.奧蘭多

佛羅裏達州中部的奧蘭多是比較典型的
中小型城市。這裏雖然沒有大都會的繁華熱鬧
，但在宜居程度上卻不輸那些腰壯腿粗的大城
市。這邊的生活開銷低，收入的所得稅低。不少
中國人來到這邊直呼吃穿太便宜而不習慣！

奧蘭多是世界上最好的休閑旅游城市之
一，氣候溫和，市區可見眾多湖泊，街道非常乾

淨，還有藝術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各種主題公
園等。如果你買房話，奧蘭多升值空間也很大。

10.波士頓

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靠山又臨海，這裏也
是全世界高等院校密度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
許多知名研究機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所在地，高質量的教育是吸引各地的移民和留
學生的重要原因。

波士頓有著眾多的常居華裔人口，以及規
模位列全美前三名的唐人街。在眾多身份構成
複雜、生活參差不齊的中國城中，波士頓的唐
人街是美國十大唐人街之一，是美國各城市的
唐人街中管理得最整齊一個，相對來說華人的
生活水準也是比較好的。(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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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學年，美國高中畢業率上升至
83%，但這並不是說所有地區都能達到這個數。

在美國，為了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
入，或者接下來的高等教育，從高中畢業是非常
重要的。不過，各地區之間高中畢業率的差距還
是很大的。

24/7 Wall Street依據羅伯特•伍德•約翰
遜基金會和威斯康辛大學人口健康研究所、人
口普查局、勞動統計局的數據，對全美各地區
2014-2015學年高中畢業率、2016年低于高中水
平的成人收入中位數和獲得學士學位的成人比
例、2017年8月的失業率進行了評估，給出了高
中畢業率最低的地區名單。
下面列出的是20個高中都難畢業的地區。僑報
網提醒打算買房的讀者，在房價和教育不能兩
全的情况下，選擇哪個更重要，一定要考慮清楚
。

20. 亞基馬，華盛頓州（Yakima, WA）
高中畢業率：73.1%
8月份失業率：5.8%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2,107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15.9%

19. 德爾托納-德通納海灘-奧蒙德海灘，
佛 羅 裏 達 州 （Deltona-Daytona

Beach-Ormond Beach, FL）
高中畢業率：72.9%
8月份失業率：4.4%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1,435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3.9%

18. 埃爾米拉，紐約州（Elmira, NY）
高中畢業率：72.8%
8月份失業率：5.2%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4,785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1.9%

17. 尤金，俄勒岡州（Eugene, OR）
高中畢業率：72.1%
8月份失業率：5.0%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3,014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8.8%

16. 拉斯維加斯-亨德森-天堂，內華達州
（Las Vegas-Henderson-Paradise, NV
）
高中畢業率：72.0%
8月份失業率：5.2%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5,446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3.3%

15. 弗農，阿納科特斯，華盛頓州
（Mount Vernon-Anacortes, WA）
高中畢業率：72.0%
8月份失業率：4.9%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2,061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4.4%

14. 法明頓，新墨西哥州（Farmington,
NM）
高中畢業率：71.8%
8月份失業率：7.7%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5,635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16.6%

13. 巴拿馬城，佛羅裏達州（Panama
City, FL）
高中畢業率：71.8%
8月份失業率：4.0%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4,311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2.8%

12. 哥倫比亞，南卡羅來納州（Colum-
bia, SC）
高中畢業率：71.3%
8月份失業率：4.5%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9,628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32.9%

11. 美特爾海灘-康威-北美特爾海灘，南
卡羅來納州-北卡羅來納州（Myrtle
Beach-Conway-North Myrtle Beach,
SC-NC）
高中畢業率：71.1%
8月份失業率：4.7%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9,323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3.8%

10. 奧爾巴尼，俄勒岡州（Albany, OR）
高中畢業率：70.9%
8月份失業率：5.2%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9,303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37.4%

9. 費爾班克斯，阿拉斯加州（Fair-
banks, AK）
高中畢業率：69.5%
8月份失業率：5.5%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40,709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31.5%

8. 格 蘭茨帕斯，俄勒岡州（Grants
Pass, OR）

高中畢業率：69.0%
8月份失業率：5.9%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8,961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19.5%

7. 萊克蘭 -溫特黑文，佛羅裏達州
（Lakeland-Winter Haven, FL）
高中畢業率：69.0%
8月份失業率：4.8%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3,900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0.1%

6. 聖菲，新墨西哥州（Santa Fe, NM）
高中畢業率：68.6%
8月份失業率：5.4%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1,647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48.5%

5. 尼 爾 斯 - 本 頓 港，密 歇 根 州
（Niles-Benton Harbor, MI）
高中畢業率：68.2%
8月份失業率：5.0%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6,464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8.3%

4. 托萊多，俄亥俄州（Toledo, OH）
高中畢業率：67.2%
8月份失業率：6.0%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9,828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7.1%

3. 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州（Albuquer-
que, NM）
高中畢業率：66.1%
8月份失業率：6.1%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0,111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31.8%

2. 卡森城，內华达州（Carson City, NV）
高中畢業率：65.3%
8月份失業率：4.7%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24,085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20.4%

1. 塞布林，佛羅里达州（Sebring, FL）
高中畢業率：64.0%
8月份失業率：5.8%
低于高中學位收入中位數：$18,852
成人擁有大學學位比例：31.0%
(僑報網)

不想高中畢業 就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吧

20142014--20152015學年各州高中畢業比例學年各州高中畢業比例((圖片來源圖片來源：：nces)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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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子女留學、全家移民或是資產配置等諸多考慮，越來越
多的中國人在美國購買房產。

不少中國買房者紛紛看中了美國房產的價值和空間，選擇
在此買房置業。不過購買美國房產，自然有許多地方不是很瞭解
，今天，小編就為大家總結在美國買房的9項注意事項，讓您美
國買房變得很easy。

1、美國房源完全透明
美國有一個屬於經紀人共享的房源系統，簡稱MLS，每一個

經紀人都把自己代理的房子都上傳到這個系統。所有的上市屋
都在這個系統中完全透明。

2、美國房產出租
很多買家擔心房屋無法出租的問題。事實上，房子能否出租

取決于業主的租金是否符合租賃市場的價格。還有房產的地段

也十分重要，比如說市區、教育區的房子就更受歡迎。

3、不是每個外國人都能辦理房貸
海外買家可以在美國貸款購房,並且很尋常也很容易。但是

，不是每一家銀行可貸款給海外買家。

4、外國人貸款與美國人貸款之間是
存有差異的

美國人貸款條件：信用、收入、工作是否穩定。
外國人貸款條件：需有較多自備款，通常要求40%-50%左

右。一般大約能貸到5-6成。
由于每一個銀行的貸款利率不同，對申請人的條件要求也

不同。比如，一些銀行只貸給外國人3~7年，但也有銀行能夠貸
到30年。而有的銀行利率較高，但手續簡單要求低；有的銀行利
率低，但是要求條件多，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符合。

建議申請貸款之前多家諮詢，多比較。選擇適合自己，對自
己最有利的一家。

5、外國人在美國買房稅費有何不同?
在美國，無論你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購房時所要繳納的稅

費都是相同的。只有在賣房的時候稍有不同。

6、華人在美國買房最普遍的價格：
60-100萬美元

美國有50個州，地大物博，城市眾多。正確的選擇方式是：
從大到小開始考慮。大方向：東海岸或西海岸；小方向：州；

城市：每個州有幾百個城市。
從生活環境考慮。看天氣、環境、天災、人文、生活習慣等條

件是否符合自己；或者當地華人比例,密度高低,是否會讓生活更
便利。

考慮自己的經濟狀況。預算通常會影響買屋地點的方向，例
如，東岸或者西岸都是比較貴的，通常在這些地方沒有五六十萬
美元以上是很難買到適合自己居住的房屋。當然，如果選擇買一
套聯排屋的話，還是可以買到便宜的住宅。

7、美國買房與赴美簽證或者申請美國
移民沒有直接聯繫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但買房與移民或簽證之間是沒有
任何關係。在美國買房、移民或美國簽證都是由不同的部門及人
員來處理。移民局管不著申請人在美國有沒有房產，當然，更不
會因為有沒有房產而區別對待。所以，千萬別把移民或簽證與買
房混為一談。

8、在美國買房，不要為了砍價而挑毛病
挑毛病只會讓賣家反感，適得其反。賣家有可能會直接不考

慮買家的出價而選擇別人。在另一方面，通常稱贊賣家的房子是
博得賣主青睞的方法。尤其越好的房子,賣家在賣出的時候就像
嫁女兒一樣，希望能賣給一個真心喜愛它的人。

9、不要要求賣家送你家具
在美國，房子買賣與家具買賣是分開的，這是當地的習慣。

通常買賣房屋的時候，房價包含了不可移動的裝飾。比如固定在
房屋的吊燈，地角邊飾，嵌入式的櫃子，嵌入式的電器等等不可
移動的配件。

而可以移動的配件都是屬於個人的物品，比如沙發，桌椅都
是不附著在房子上面的，因而不包含在屋價內。另外，盆栽可以
移動，便不含在房價內，院子裏的樹是種在地上不可以移動的就
包含在屋價內。

I/房地產專日/171021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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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條美國生活條美國生活TipsTips全是全是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上上))
想去美國留學或工作生活的朋友們看過

來，立思辰留學360整理了大量美國生活學習實
用攻略，讓你到了異地他鄉也能過得如魚得水。
食

1.吃飯要給小費（tips），一般給消費數額的
10%-15%，快餐店不用給小費。

2.美國的肉都不放血，做清燉的要冷水加
熱使勁放血。

3.餐廳飲料都無限續杯。快餐店交錢拿杯
子。飲料自己隨便打。

4.最常用的美食app就是Yelp 和 Pinterest
。Yelp類似國內大眾點評網，有時候給餐館會在
yelp上放優惠，所以不管去哪個餐館前都記得先
yelp 一下看看。Pinterest 是一個圖片流網站，內
容上五花八門，食物和菜譜非常非常多，是個看
圖學做飯的好去處。

5.只要周圍有中國超市，大多數中國能買
到的食物都可以買到，沒比國內貴太多。
住

6.美國的房屋大概是分：Dorm，Apartment
和House。

Dorm是學校宿舍，一般有公用廚房客廳
還有衛生間。

Apartment 是小區。小區一般提供 Studio、
1B1B到4B4B（第一個b指的是bedroom，第二個
b指的是bathroom）這些選擇。Studio和1B1B類
似，比1B1B便宜一點，包含衛生間和廚房，只是
廚房客廳和臥室之間沒有門隔開。1B1B 到
4B4B，就是一室一廳到四室兩廳。

House就是獨立棟，一般都是三間房以上，
帶小院子，像是小別墅。

7.洗手間裡的馬桶叫toilet。家裡的洗手間
叫bathroom。外面的洗手間叫restroom。

8.所有衛生間裡都有一次性馬桶座圈紙和
廁紙。

9.有的插座和中國不一樣，記得帶轉換器。
行

10. 除非你住在紐約，車是你出行的最佳
方式，人人都開車。天一黑，路上幾乎一個行人
都沒有，還是開車安全一點。

11. 學車考駕照：美國駕照分為筆試和路
試兩部分。

筆試的部分自己刷交規書就可以了，很多
地 方 都 可 以 免 費 考 很 多 次。交 規 書（Driver
Manual）可 以 到 居 住 地 附 近 的 汽 車 監 理 所
（DMV-Department ofMotor Vehicles）拿。

路試部分就麻煩一些了，會有一個考官坐
在車裡評估你開車。

12. 關於買車。拮据的同學可以買二手車，
建議從正規的車行購買。車行雖然比私人定價
貴，但是還是有一定保障，汽車歷史也都可以打
出來給你看。車的paperwork還有車牌子申請等
等也都是他們幫你直接搞定，你就在家等著正
式車牌子郵寄過來就好了，比較省心。

13. 加油站沒有人會跑過來為你服務，自
己加油，自己付帳，加油站都有擦玻璃的一套物
品，加油的時候可以順便把玻璃擦了。

14. 在公共交通發達的城市，比如紐約，的
同學，可以辦一張公交卡，每個地鐵站都有自動
售賣公交卡的機器，可以直接充值，按程收費；
也可以買周卡或月卡，一周或一個月內無限次
乘坐公交和地鐵。充值後的小票（receipt）要收好

。
15. 如果公交卡丟了，立

刻找地鐵服務窗口要一張申
請掛失的表格和信封，根據你
充值時收到的小票填寫，然後
找個郵筒投遞了，不需要貼郵
票。過一個月左右，交通系統
會把你損失的金額打回到你
的信用卡上。

16. 每個公交車站都貼
有公交路線和到達每一站的
時間表，所以按照時間表趕公
交，有利於合理規劃時間。

17. 美國的公交車並不
是每站必停的，如果你要下車
，拉一下座位上方的拉繩，駕
駛室的前方顯示屏上會亮起

“Stop Requested（要求停車）”，

司機就會在下一站停
車。所以需要提前瞭解
自己的下車站點。

18. 上公交車時，
和司機打招呼。下車時
，對司機說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之類，
而司機也會予以回應。
這是美國人的一種禮
貌習慣。
購物

19. 在美國刷信
用 卡 都 要 出 示 ID
CARD，可 以 是 你 的
passport或駕照。

20. 用學校郵箱
申請亞馬遜 prime。亞
馬遜prime保證兩天左
右到貨非常方便，學生
賬戶前半年免費。剛到
美國沒有車出行不便
瑣事繁雜，最方便的就
是網購。

21. 多填寫商場
裡 的 各 種 地 址 和
E-MAIL 登記卡。因為
他們會給你寄打折卡。

22. 大部分商品
都收稅。每個州的稅率
不一樣。紐約市稅率為
4%，服裝在100美元以
下不收稅。

23. 除食品外，很
難見到 made in USA，
常 見 的 都 是 made in
China，made in Viet-
nam，made in Indonesia
，made in Honduras。

24. 化妝品想買
低端的去超市、高端的
去商場、想買得全去網站或者化妝品商店（Ulta
和 Sephora）。

25. 在商場買衣服，在標注的期限內，可以
隨便退貨，售貨員不會追問退貨理由。

26. 使用信用卡很便利。它還能幫助你建
立你的良好的信用記錄和消費記錄。記錄越好
越多，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房貸，更好的車貸。
衣

27. 在美國買衣買鞋沒有太大問題，價格

又比較白菜，所以出國時能少帶就少帶。
28. 女生必備晚禮服，建議在打折的時候

買，同樣的裙子新上架一百多美金。打折的時候
十美金，只要你不換學校，同樣的晚禮服不能穿
兩次。男生必備西裝。

29. 各種露背吊帶裙。三十歲以下的女生
大都穿這些。

30. 沒有人用肥皂洗衣服，也沒有人做飯
放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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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0條美國生活條美國生活TipsTips全是全是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下下))

31. 人字拖流行，英文叫 flip-flops。英文解釋是
穿在走路時會發出“flip-flop”的啪啪聲。
工作學習

32. 申請個人Gmail郵箱。Gmail 是美國最
廣泛使用的郵箱，國內的雅虎、新浪、網易、QQ
等郵箱發出的郵件很容易被外國人當做垃圾郵
件忽略掉。

33. 上課所有人都積極爭著舉手回答問題
。如果你會而不舉手，會被認為很傻。

34. 提前預習，老師不會講書上例題。
35. 沒有人會借你作業抄，只會告訴你思

路。同樣你也不要把作業給別人抄。
36. 不要作弊。這個抓到就是F，嚴重會退

學，然後一生黑，千萬別幹。
37. 開學頭一個禮拜如果覺得自己選的課

不好，要趕緊找自己的counselor換。要按照自己
的喜好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選課。

38. Facebook能有效的幫助你與你每天見
的同學保持聯繫。而且，它是個幫助你記住人名
的好地方。

39. LinkedIn 相當於求職版 Facebook。你
LinkedIn上的個人資料頁面相當於你的求職簡
歷。

40. 建議大家都準備一個紙質或者電子的
calendar，每門課的syllabus一發下來就馬上把各
種due date標注下來，大分值的項目比如project
和paper一定要重點標注。所有科目作業的due
date都標注號以後我們需要預估一下作業需要
的時間，大作業給自己留出至少一周的時間準
備。

41. 有意識地記人名。外國
人特別在乎名字，和他們說話特
別經常要使用他們的名字，記住
他們的名字絕對是和他們一起學
習以及社交相處的第一步。
玩

42. 電影院在正片開始前，
通常會放10到15分鐘近期上映
影片的trailer（預告片），所以雖然
有時遲到10分鐘，也能趕上片頭
。

43. 地鐵裡，幾乎所有人都
塞著耳機在看書，既有 Kindle 也
有紙質書，要麼就是用手機在玩
消除遊戲。你也可以帶本書看看。

44. 在美國一定要看得懂
橄欖球，就算看不懂也要學會當
你們學校進攻的時候站起來尖叫
，一起喊口號，隨著樂隊的歌曲扭
。

45. 很多博物館，如紐約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都不強制買票，
只設建議票價，你也可以捐錢
（donate）買一張票，捐多少錢隨
意。

46. 有些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一周內會
有一天免門票，有興趣的話可以提前瞭解。

47. 想到紐約百老匯看戲，可以到47街上
的TKTS售票亭排隊，能買到當天音樂劇、話劇

的半價票。但排隊的人非常多，最好在放票前1
個小時就去排隊，搶位置稍好的票。
語言

48. 提高一對一交流能力和公眾演講能力
。學會一本正經地說英語，用英語推銷自己和自

己的觀點，是日常 presentation
，找導師，畢業答辯，日後找工
作的關鍵。

49. 建議辦理一個Netf-
lix，普通模式一個月只要 9.9
刀。Netflix 非常方便，看劇看
紀錄片看電影看動畫片時候
把英語字幕打開，遇到不認識
沒看明白的停下來查字典或
者分析，選一些科學類 docu-
mentary可以提高學術表達，選
擇家庭類校園類的電視劇可
以提高日常表達。

50. 學會說 NO。聽不懂
的話，說sorry然後再問一遍。

51. 別人打噴嚏時可以
說Bless you。

52. 公共場合開門的時
候要等下一個人接過門再走

（如果後面有人的話）。要跟前面幫你拉著門的
人說thank you。很重要的禮節。

53. Yes, please 和 No, thank you 這兩個搭
配用法切忌用混。

54. 購物時，售貨員見到你第一句話一般
是“How are you today?”，這時應該很自然地回
答“good”。

如果在一件商品前停留時間過長，售貨員
會問你“How‘s everything going?”如果你不需要
幫助，可以回答“I’m fine thank you”。

買東西結帳之後最好說一句“Have a nice
day”。
健康安全

55. 不要隨便接受別人給的藥或者糖，也
不要給別人，因為可能是毒品。

56. 請一定要帶治感冒和胃腸感染的藥！
57. 信用卡丟失趕緊掛失。別等著。
58. 牙醫超級貴，而且不算在保險內。出國

之前最好把牙檢查檢查。
59. 各種緊急事件要打911。記住自己的地

址，可以清楚地告知警察你在哪裡。
最後

60. 要熱情地告訴別人自己的國家是什麼
樣的，因為他們有時並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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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在外，誰也免不了自己的身體會出現
緊急狀況，免不了頭痛腦熱。由於國外的醫療體
制與國內的完全不同，如何在海外求醫也成為
了他們面臨的一大難題。美國的醫療體制與中
國完全不同。一是美國的醫療費用昂貴，二是留
學生很難找到合適的醫院。那麼，在美國求醫究
竟該注意什麼呢？怎樣才能解決就醫中遇到的
問題呢？
訣竅一：買醫療保險很重要

如果沒有醫療保險，在美國的一次看病治
療就能讓留學生們在財務上吃緊。一般來說，美
國的高校都有留學生保險制度，留學生可以在
入學的時候購買醫療保險，保費一般在每年
300-600美元不等。由於在校內買的保險局限比
較大，往往只包括一些常規醫療的賠償，而且賠
償的金額也不會太大。萬一在美國患上大病，學
校的基本醫療保險無法補償所有的費用，所以
對於有特殊需求的留學生來說，最好到校外購
買額外的附加險。
訣竅二：選擇合適的醫院

美國醫院林立，對於剛到美國的留學生來
說，有時不知如何去就醫。一般情況下，保險公
司也會指定些醫院，留學生可以在這些醫院就
診。同時，美國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大城市的
中國城裡有不少中國人開設的診所，從跌打損
傷、耳鼻喉科到開刀、針灸等，一應俱全，而且收

費較低。留學生可以從發行全美的中文報紙《世
界日報》分類廣告中找到此類診所信息，此外還
可查閱當地電話薄中的分類廣告。
訣竅三：看病需要提前預約

在美國看病必須要進行預約。首先，你要
選擇一個主要醫生，在預約之前，醫療辦公室可
能寄給你一份新病人需要登記和填寫的資料，
填完資料後要及時交回。如被接受為新病人，你
還需要告訴醫療保險公司所選的主要醫生的名
字，這樣保險公司才會付費。其次，一旦你確定
了預約時間，你就必須準時，不能遲到，如果因
為某種原因不能前往，必須在24小時前打電話
取消或重新預約，否則將被罰款。再次，就醫時
必須攜帶身份證件和醫療保險卡。
訣竅四：費用可以討價還價

在美國，很多醫療賬單都有討價還價的餘
地。第一，你一定要主動開口問，一般來說，如果
病人到醫院的財政處親自討價的話，通常來說
就能拿到個七折。第二，在治療的過程中，你可
以建議醫生選擇低價方式。第三，如果你要找人
調整賬單時，可以找醫療辦公室負責人。第四，
選擇現金結帳可以拿到較好的折扣。第五，仔細
查帳單、保險單，要像偵探一樣，對保險單和醫
療賬單上面的每一條都清清楚楚。如果有疑問，
要主動給醫院和保險公司打電話，問清楚每一
個問題，並做記錄，不要賬單上叫你付多少，你

就付多少。
訣竅五：小毛病儘量自己看

出國之前，可以多帶些非處方藥。平時掌
握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如果是症狀並不嚴重
的感冒、頭疼之類的小毛病，可以去超市或藥房
買些藥片自行解決，這樣就不需要小病求醫，可
節省不少寶貴的時間、金錢與精力。如果是大病

最好去醫院就診，千萬不要為省錢而貽誤病情。
訣竅六：遇到意外及時求救

如果不幸遭逢意外，諸如摔傷、碰傷、割傷
、槍傷、車禍及心臟病突發等，需要有人施以援
手時，留學生應該立刻撥打911緊急救難電話，
呼叫救護車。只要撥通該號碼，即使不說話，警
車和救護車也會及時趕到。

美國留學生活指南美國留學生活指南：：看病也有秘訣看病也有秘訣

簡介美國生活簡介美國生活1010大禁忌點大禁忌點
1.切莫搭便車

在美國旅行切不可隨意搭便車，這是由於
美國社會治安情況造成的，搭便車而被搶去錢
財或遭到淩辱之類的案件在美國屢見不鮮，有
些歹徒看到路邊步行的女性，就主動停車，殷勤
要求送上一程。如果誤以為他是好意，無異於羊
送虎口，碰到這種情況，最好還是冷言拒絕，不
要多加搭岔。
2.夜間不要乘地鐵

紐約的地下鐵道極為髒亂，夜間更成為黑
社會成員聚集之地。吸毒犯、盜竊犯、流氓、販毒
者齊集於此，整個氣氛令人不寒而慄；如果對此
不在意，那麼出事之後，紐約的警官不但不會同
情你，可能還要責怪你：“夜間乘地鐵，不等於在
鱷魚聚集的水中游泳嗎？出了錯，責任在於你自
己。”
3.不要稱呼黑人為“Negro”

Negro是英語“黑人”的意思。尤指從非洲
販賣到美國為奴的黑人；所以在美國千萬不要
把黑人稱作“Negro”，跟白人交談如此，跟黑人
交談更如此。否則，黑人會感到你對他的蔑視；
說到黑人，最好用“Black”一詞，黑人對這個稱呼
會坦然接受。
4.不能隨便說“I am sorry”

“I am sorry”和“Excuseme”都是“抱歉”、
“對不起”的意思，但“I amsorry”語氣較重，表示
承認自己有過失或錯誤；如果為了客氣而輕易
出口，常會被對方抓住把柄；追究實際不屬於你
的責任。到時只有“啞巴吃黃連”，因為一句“對
不起”已承認自己有錯，又如何改口呢？
5.謙虛並非美德

中國人視謙虛為美德，但是美國人卻把過
謙視為虛偽的代名詞。如果一個能操流利英語
的人自謙說英語講得不好，接著又說出一口流
暢的英語，美國人便會認為他撒了謊，是個口是
心非、裝腔作勢的人；所以，同美國入交往，應該
大膽說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是一，有十是十，不
必謙虛客氣，否則反而事與願違。
6.同陌生人打招呼

我們在路上、電梯內或走廊裡，常常與迎
面走來的人打照面，目光相遇，這時美國人的習
慣是用目光致意，不可立刻把視線移開，或把臉
扭向一邊，佯裝不見。只有對不順眼和不屑一顧
的人才這樣做。
7.交談時的話題

參加美國人的聚會時，切莫只談自己最關
心最拿手的話題，談論只有自己熟悉的話題，會
使其他人難堪，產生反感。談論個人業務上的事

，加以賣弄，也會使其他人感到你視野狹窄，除
了本行之外一竅不通。在談話間，應該尋找眾人
同感興趣的話題；醫生可以大談文學，科學家暢
談音樂，教育家講述旅行見聞，使整個聚會充滿
輕鬆氣氛。
8.別忘了問候孩子

美國人講究大人、孩子一律平等，到美國
人家中作客，他們
的孩子也一定出來
見客，打個招呼。這
時，千萬不要只顧
大人冷落了孩子。
那樣勢必使他們的
父母不愉快，跟小
孩子打招呼，可以
握握手或親親臉，
如果小孩子親了你
的險，你也一定要
親親他的臉。
9.同性不能一起跳
舞

同性不能雙
雙起舞，這是美國
公認的社交禮儀之

一。同性一起跳舞，旁人必定投以責備的目光，
或者認為他們是同性戀者。因此，即使找不到異
性舞伴，也絕不能與同性跳舞。
10.莫在別人面前脫鞋

在美國，若是在別人面前脫鞋或赤腳，會
被視為不知禮節的野蠻人。只有在臥室裡，或是
熱戀的男女之間，才能脫下鞋子。女性若在男性
面前脫鞋子，那就表示“你愛怎樣就怎樣”；男性
脫下鞋子，就會被人當作叢林中赤足的土人一
樣受到蔑視。無論男女在別人面前拉下襪子、拉
扯襪帶都是不禮貌的。鞋帶松了，也應走到沒人
的地方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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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學生的感悟中美教育
如何看待成功(上)

今天接到一個妹妹的電話，她剛查到了高
考成績，問我明天填志願該填什麼專業，她爸爸
說金融工程好，以後去銀行就業，收入穩定，要
不要報金融工程？

我要怎麼告訴她呢？我自己為了選擇我的
專業花了一兩年的時間思考，到現在還沒有給
我自己的職業生涯下一個定論，我怎麼樣告訴
她在一個晚上的時間裡快速地判斷學什麼專業
好呢？

中國的教育就是這樣，中學時代的孩子什
麼都不懂，不知道各個專業到底是什麼意思、社
會上各種職業到底意味著怎樣的工作狀態、他
們到底擅長什麼、對什麼感興趣、終生的追求是
什麼，統統不知道… 於是就在高考分數出來之
後的某一晚在飯桌上和家長合計了一下，就胡
亂報個金融、報個計算機、報個會計… 可是這麼
重要的事情，怎麼可以在飯桌上花一兩個小時
決定呢？

我決定整理一下電話裡的內容，這些是我
在美國四年對大學教育的很多思考，這一陣子
一個接一個的社團聽到我的講座邀請我去講夢
想-講經歷、講選擇-受之有愧，因為我畢竟沒有
那麼多超出同齡人的見解可講，但我又時分迫
切地希望更多處在迷茫中的學弟學妹們得到一
些正能量，面對壓力和挑戰更加堅定信心，去做
最好的選擇。

那麼，我乾脆寫成一篇文章吧。也許在填
報志願這些日子不經意間轉發到某位大學新生
的手裡了還可以給人一些啟迪。當然啦，我不是
教育學專家，一家之言，有些偏頗的觀點還望指
正。
一、成功的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首先問她：你想做一個成功的人嗎？她
迫不及待地說：想！我說：那我告訴你，所有成功
的人，無一例外，都在做他們感興趣的事情。如
果你不喜歡金融，但是覺得金融好就業就填報
金融，那大學四年會非常的難過，工作之後會覺
得壓力特別的大，生活質量也不高…

但如果你認為你真心的熱愛畫畫、你可以
不知疲倦地研究地圖、談到各種美食的烹飪方
法就會眉飛色舞，那很有可能你就應該去學美
術、地理或者烹飪，並且很可能會取得了不起的
成就。哈佛大學的校長Faust曾在畢業典禮上說：
你可以選擇你的退路，但人生很長，先去做你最
熱愛的事情，不要一開始就選擇退路。

對！人生還很長，即使你現在已經中年了，
只要目標堅定，都是可以重頭開始的！美國人一
般會轉行很多次，這也是他們反復探索自己興
趣的一個過程，但是一般對於東亞人來說，重頭
開始總被認為是特別困難而且丟人的。大家知
道折紙原理嗎？

50年可以奮鬥的人生如果是50張紙疊在
一起，就只有幾釐米厚，但是目標堅定的人，50
年都圍繞著一個目標在生活，那麼50年之後的
成就就像一張無限大的紙折疊了50次一樣厚！
一張紙折疊50次之後一定會很厚吧？但你絕對
無法想像，它的厚度竟然可以從地球伸到太陽！

那我們現在來想像，為什麼有人一輩子對
人類的貢獻微不足道，有的人卻可以改寫人類
的歷史呢？這就是夢想的力量！

當然了，這個不適用於沒有成功野心的人
，很多人就是喜歡安逸的小日子，那隨波逐流地
選專業、進體制，也未嘗不可。但是我想說，社會
永遠都只有絕對的上游和絕對的下游，和一個
正在縮小的的中游，中國的經濟脈搏一刻不停，
而社會階層在固化，不進則退的河流裡，是容不
下一條小船舒適地遊弋的。

說到選專業這個事情，我認為就先不要考
慮好不好找工作了，反正不好找！今年大學生只
有30%不到能找到工作，再說，找工作跟專業不
相關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肯定會有人說，那
找不到好工作怎麼辦呢？掙不夠錢買不起房丈
母娘看不上娶不到老婆怎麼辦呢… 其實這些不
是本文想要討論的範圍，但如果允許我發表一
些自己的觀點的話，我覺得找不到工作的意思
是說找不到好工作，但是即使是工地裡的工作
都可以至少讓自己有飯吃啊，如果夢想夠堅定，
就能體會到一邊流浪一邊作畫的樂趣，就不會
把當下吃的苦看得那麼重了… 我相信好姑娘會
欣賞有夢想有志氣的男生的，喜歡這篇文章的
人很多都是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我相信你們不
會連自己都養不活的。

我高中是理科，我一直有種從政報國的念
頭，於是看著很多領導人的簡歷，感覺應該去學
理科，於是大學也繼續學習電子工程（真是一個
很奇怪的邏輯，好在現在的領導人都開始變成
文科出身了）。我修了很多的數理化，結果發現
那些課學起來過於簡單（可能是國內高中基礎
打得好），慢慢地越來越迷茫-我花了這麼多的
時間，付這麼多的學費，到底要來美國學什麼？
我不想就這麼稀裡糊塗地念完大學的四年，最
後像大多數華盛頓大學工程系的學生一樣去微
軟、英特爾找個舒適的工作-我接觸過這些公司
裡的一部分工科男，社交圈子非常的窄，每天和
程序打交道，以至於英文都說不流利了（當然啦
，真心喜歡這個行業的肯定也不少的）… 我跟學
校提出要休學，於是我去了中國的西部各省，開
始窮遊歐洲，後來決定要學社會科學-經濟學和
國際研究學。

可是在國內可等不得！讀了一年多發現不
喜歡了再轉肯定是很困難的！我們還是先問問
自己，本科學習到底意義是什麼？英文裡，之所

以 有 un-
dergraduate
和 graduate
的區別，是
因 為 西 方
人 覺 得 研
究 生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大功告成，
本 科 只 是
打 個 基 礎
而已。美國
上 層 家 庭
的 子 女 愛
去 文 理 學
院，就是因
為 那 裡 的
基 礎 打 得
好，什麼基
礎呢？人文
基礎！

美國富人總覺得金融、計算機、工程、醫學
這種技術性很強的學科是中低階層的孩子還有
很多亞洲人愛學的，他們的孩子以後要做高管，
要去政府，就必須學英文文學、歷史、哲學、經濟
、政治、法律這一類的富人才敢學的專業，因為
本科畢業不用急著養家糊口，還可以體驗幾年
社會，再繼續深造，接著進入商界和政壇。（這裡
是我與很多美國人交流之後的一個不具權威性
的總結，並不代表對任何專業的否定，還是那句
話，不管是數學、醫學、工程… 都是有價值的專
業，你必須去學你熱愛的東西）中國的富人們也
開始慢慢轉變思維了，開始避免讓孩子選擇會
計、工程等類似技校也可以學到的專業，而讓孩
子接受更好的人文教育。
二、千萬不要繼承父母不成功的思維模式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是一個銀行的人力
資源經理寫的面試大學實習生的感悟，說進銀
行的三類大學生特徵明顯：機關子弟、商人子弟
、知識分子子弟和農民子弟。父母是公務員或者
國企職工的，一般會搞關係，做事兒的時候愛耍
小聰明；生意人的孩子顯得自信而且做事認真；
父母是知識分子的總顯得有點傲氣，不合群；農
民的孩子不太愛說話，情商不高，但是做事勤快
。

接著作者說，最受歡迎的商人子弟一般都
能留下，機關子弟有關係，也可以，知識分子子
弟和農民子弟一般都很難留在銀行…

每個人的父母都會不知不覺地把他們認
為最正確的一套是非觀和為人處事的辦法教給
孩子-如果他們認為不正確他們也不會那麼幹-

結果就是孩子們完完整整地接受了父母的思維
方式，造成了很多人一輩子辛勤工作卻仍然無
法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我認識的大多數同齡人，都處在父母粗暴的
人生規劃之下，從小學這學那是父母決定的，選
什麼專業上什麼大學是父母決定的，大學畢業
馬上讀研究生或者考公務員是父母決定的，跟
哪個女生在一起也是父母決定的… 那人生到底
還有多少是自己的？大多數的美國學生都不會
在本科畢業之後立即讀研究生（少數數學、物理
等理論科學除外），而是進入社會體驗個幾年或
者十幾年，甚至有人在沒進入本科或者剛讀了
一兩年之後中斷好多年去做任何自己感興趣的
事情，他們總是認為帶著經驗閱歷進入研究生
院才能學到更多，在職業生涯裡遇到一個學位
造成的瓶頸了再去取得那個學位更有目的性。
這樣一來，他們可以嘗試很多領域，真正知道自
習喜歡什麼之後，再帶著自己工作中的實戰經
驗去聽課，真是把讀研究生的時間和錢花在了
刀刃上，再看看我們中國一窩蜂地讀研大軍，非
常的盲目，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學
到這樣的學位如果以後再找一份跟專業不對口
的工作，將會是怎樣一番感受呢？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可以去做做職業性格
測試，或者多接觸各個領域的成功人士（比如參
加各種論壇和聚會），聽聽他們的成長軌跡，也
可以禪修、去休學、去打工、去旅遊，讓自己的內
心走出喧囂的環境，自習地聽清楚內心的呼聲
到底是什麼。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再去讀書，
再去花時間培養自己那一方面所需要的所有素
養，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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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還是有人敢於去冒險，敢於挑戰常規
，去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去為了教育的理
想建學堂，還有人耶魯畢業去當村官… 這些都
是了不起的嘗試，雖然在美國人看來可能都是
身邊隨處可見的例子，但至少中國的90後們開
始了對常規的挑戰，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對於
父母的建議，很多當然都是寶貴的人生經驗，但
不要在自己獨立思考判斷之前就全盤照收，除
非你不想發展得更好，只想複製你父輩的人生
軌跡。父母永遠都是為你好，沒錯！但是父母永
遠都不知道什麼選擇對你最好！做為司機的你，
做為棋手的你，必須經過自己的思考，自己手握
方向盤、自己謀劃大的棋局，而不是和父母一起
握著方向盤、在爭吵聲中落棋…
三、大學，不僅僅只是學好專業那麼簡單

在美國的大學畢業要求裡，每個學生通常
都必須修滿定量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藝術
課程，這三個領域也是構成一個人知識系統的
基本分類，如果任何一個人，沒有在這些領域都
有過較好的教育，都很難稱為一個成功的領導
者。所以，不管你學的專業是什麼，都去關心政
治、歷史、經濟、法律、哲學、地理、天文、生物、數
學、美術、音樂這些學科吧，為什麼猶太商人是
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因為它們對待各種學科
的知識貪得無厭！據說猶太商人聚會的時候不
怎麼愛談生意，話題通常會非常的廣闊。一個人
的視野決定了他的高度，決定了他可以成為一
個多好的領導，其實你永遠都不知道哪一天某

一門知識就會在一個重要的時刻派上大的用場
！喬布斯不就是從他感興趣的大學書法課中獲
得蘋果獨創字體的靈感的嗎？

很多人都在花很大的氣力提高自己的
GPA，這樣固然是好的，但是大學還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啊。從一個懵懂的高中生，到進入職場，
我們需要在大學裡學到的東西還有好多-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藝術、領導能力（包括演講能力
、寫作能力和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你是
否敢於挑戰權威，永遠保持冷靜客觀？尤其是在
國內上學的學生們，更應該特別小心地呵護自
己地批判性思考能力遭到扼殺，否則將造成非
常大的遺憾）、寫作能力、社會責任意識、職業素
養… 其中的每一項都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很多
大學生在畢業的時候還嚴重欠缺的。

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地利用大學四年的時
間吧！給自己一個閱讀和鍛煉的計劃；去勇敢地
開口和陌生人交談，去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瞭解
他們的故事；去積極地參與幾個有意義的社團，
或者組建一個自己的社團；去旁聽各類入門的
課程，打開自己的知識面；去逼自己跳出舒適圈
，不要交那麼多的酒肉朋友，獨立地應對挑戰，
並且和優秀的、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吧；去打工
、實習、省下零花錢，去旅遊和探險吧！

前些天我參加了一個活動的面試，被問到
在美國的大學四年，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想了
一會兒，覺得是包容二字。我儘量避免過多和中
國學生“紮堆”，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理解華大裡

的國際學生們背後的文化，去感受基
督教、天主、摩門教徒們的信仰，利用
交流訪問、會議、採訪、背包旅行各種
機會，去到 20 多個國家，認識當地的
人，感受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 我認為避免“文明的衝突”需要包
容的公民和包容的國家，增加對整個
社會和世界格局的認識是一件非常美
妙的事情！順便說一句，去很多國家不
需要很有錢才可以做到的，很多人可
以一分錢不帶，靠coachsurfing和打零
工環遊世界。你可以有一百個理由不
去做，但如果要去做，那只需要一個理
由，就是你真的想！

去年在東京UNIQLO實習的時
候，親自面試每一位實習生的總裁柳
井正曾一度是日本首富，他年輕的時
候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也
正是因為這樣的專業背景，他具有非
常獨特的視角和眼界。他不喜歡看人
的簡歷，常常會問：你是哪裡人？父母
是做什麼的？你曾經在哪裡生活過？你
童年的時候做過什麼有意思的事情？
他試圖去從文化和價值觀的角度去理
解一個人，因而會比別人看到的更深
刻。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大家需
要多接觸人、多關心時事、多認識世
界-有容乃大，包容讓人成為更出色
的領導者。

四、做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對自己沒好處
現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流行說“感謝室友四

年的不殺之恩”了，其原因就是我們從小到大的
教育機制讓我們一直參與非常盲目狹隘而且沒
有意義的分數攀比，導致學生的心理和生理出
現了嚴重的扭曲。生理上的教訓就是現在學生
的體質的嚴重下滑和近視的大規模發生。心理
上，學生開始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不擇手段，
甚至殺害自己的同窗好友，還有更多的人為了
一些情感上的問題選擇自殺！什麼樣的問題值
得我們犧牲生命的代價呢！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說：我們的大學，包
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
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
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
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
的教育體制，正在培養大批這樣的“有毒的罌粟
花”。

已經進入到大學的各位，肯能深有體會，
身邊很多人是這樣的吧！他們真的很聰明，有手
腕，為了自己的保研、留學、獎學金、競選真的可
以不擇手段。我在美國的體會是怎樣的呢？我的
國際研究課上有不少同學，他們在朝鮮進行過
食品援助，他們積極地為無家可歸者籌集物資
善款，他們去非洲幫助難民解決用水問題… 這
些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真的讓我倍受感動，儘
管很多人是出於自己的信仰去實現他們的善舉

，但不管信仰如何，這樣的力量指引著人們做真
、善、美的事情，我們的社會就還有希望。我在雲
南看到幹海子村的小孩兒們一年只能洗一次澡
，幾乎完全過著原始人的生活的時候，深深地不
明白為什麼同一個國家的教育可以差得那麼遠
… 我們這邊有很多人為自己沒考上一本苦惱，
那邊的孩子上不上得了高中都是個大問題。

我總是在想，我去做公益，你們真的就覺
得我不懂為自己撈利益那麼傻嗎？人活著的意
義就是為了快樂，我們的任何一個舉動，歸根結
底都是為了讓自己快樂，要麼直接取悅自己（比
如遊戲、吃喝），要麼避免讓自己陷於不快（比如
賠償、減肥）… 但是你們想過人的終極幸福來自
於哪裡嗎？人的終極幸福感來自於感覺到被愛
和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如果不去親自參與公
益，不去親自幫助那麼一兩個人，我想這樣的給
予所帶來的幸福感，是沒有辦法體會的。正是因
為這種對於最偉大的幸福的追求，才會有屈原、
魯迅、南丁格爾、甘地這樣的人像燈塔一樣照亮
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這樣的幸福，可不是豪華
的汽車別墅和萬貫財富可以比擬的。

我一直很厭惡各種在網絡上炫富的行為，
一方面，這樣的人沒有思想，只有繼承的一些財
富和揮霍的暴發戶習氣，另一方面，我們的國家
這麼的積貧積弱，人均收入在非洲都只能算中
等啊！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生活，
沒有饑餓、戰爭，擁有住所、潔淨的飲用水、充足
的糧食，是多少人做夢都在渴望的生活啊！如果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某個角落，也許就在印度活
著非洲，每四秒鐘就有一個不到五歲的孩子因
為貧困而死，你還會忍性浪費糧食嗎？你還好意
思去炫耀自己的包包和汽車嗎？收入分配還這
麼的不公平，這樣的人有什麼資格炫耀自己的
很可能是不法所得的財富？施比受更有福，去關
心一些更大的事情，去幫助別人吧。

一個中國學生的感悟中美教育
如何看待成功(下)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71023A 簡下



AA1111特約版

焦点话题

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

今年以来，国际上流行一种名叫“硬币挑
战”活动。就是把硬币立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的高铁上，看在哪国硬币“站立”的时间最长。
最终，中国高铁排名第一，引发全球网友热议。

小硬币折射大进步。过去5年，是中国高铁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
乏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
化，中国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4
万公里，其中通车高铁里程超过2.2万公里。中国累
计投入运行的高铁动车组达到2595组，超过全球
总量的60%。同时，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运
营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网
络。驰骋在神州大地上的高铁，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加速度”改变着国人的生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
新的动力。

根据 2016 年新修编的 《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到 2020 年，中国国内高铁规模达到 3 万公
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到2025年，高速铁
路达到 3.8 万公里左右，网络覆盖进一步扩大，
路网结构更加优化，更好发挥铁路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保障作用。展望到 2030 年，基本实现内外
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
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在“四纵四横”高速

铁路的基础上，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
架、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
网，实现省会城市高速铁路通达、区际之间高效
便捷相连。

变身高铁技术引领者

“5年来，作为动车、高铁‘大脑’的内控系
统经历 3 次升级换代，3 代系统都是中国自主研
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高铁发
展，我特别骄傲。”说到中国高铁技术的进步，
十九大代表、南昌铁路局福州机务段动车组首席
技师陈承仪感受深刻。

近年来，中国高铁异军突起，打破了历来为
欧美日等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全球高铁市场。中国
工程院院士丁荣军说，中国几乎拥有所有世界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的核心技术，且修建高铁的平均
成本大约只有外国企业的一半，施工效率却是其
一倍以上。

并非起源于中国的高铁，为何却在这片热土
上跑成全球第一？

事实上，中国高铁的发展也是一路克服困

难，爬坡过坎，才实现“弯道超车”的。从历史
看，中国高铁经历了整车进口、合作生产、零部
件国产化、系统集成取得整车知识产权4个阶段
的发展，才形成了今天的高铁技术体系。

高铁肇始于日本、发展于欧洲、格局大变于
中国。而实现自主知识产权、贯通中国只是第一
步，中国目标是要通过铁路，联通世界，把世界
连接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

比如，由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和中国机械
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牵头组成的合包集
团，成功中标土耳其安伊高铁 （连接土耳其首
都安卡拉和土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
路） 二期主要路段。这是中国企业在境外组织
承揽实施的第一个电气化高速铁路项目，对推
动中国高铁“走出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再
如，通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高铁；从乌鲁
木齐出发，经过中亚最终到达德国的中亚线；
还有从昆明出发，连接东南亚国家、一直抵达
新加坡的泛亚铁路网，这些都是中国高铁“走
出去”的里程碑工程。

2014年6月24日，中国与欧洲国家马其顿签
署了出售6列高速列车的协议，这是中国高速列
车首次出口到欧洲。同年7月25日，土耳其安伊

高铁二期工程通车，这是中国在海外参与修建的
首条高铁线路。

如今，中国高铁终于实现由“追赶者”到
“引领者”的角色转换，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加速器”，中国新的“外交名片”和“形
象代表”。

开辟创新开放新格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高铁也
加快了迈出国门的脚步。如今安伊高铁建成通
车，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吉
隆坡至新加坡高铁、莫斯科至喀山高铁等多个项
目正在积极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实施高铁走出
去，推进中国与周边互联互通，完善口岸配套设
施，强化沿海港口后方通道。

中国也一直致力于向东南亚国家推销中国标
准的高铁。一方面方便民生、互联互通，给东南亚
人民带来福利。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建设东、中、
西3条东南亚走廊，连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直
至新加坡，以及缅甸和越南等国，打通通往印度洋
的陆路交通。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
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随着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
交布局，中国高铁走出去也迎来了良好的外部
条件。从国内到国际，由点线到跨洲越洋，共
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搭乘中国列车的便
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众多国家的选项和抉
择。而中国高铁发展也将以“一带一路”建设
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开
放合作。

客观地说，在新的出海征程上，中国高铁还
面临不少困难。比如，在国际高铁市场上，隐蔽性
或技术性的国际贸易壁垒一直存在。以欧洲为例，
中国高铁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必须采用欧洲标准，
中国高铁所有的产品设备都要经过欧洲认证，不
仅要交纳不菲的认证费用，而且要耗费大量时间
和精力。同时，中国高铁“走出去”，有时还面临知
识产权方面的阻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
业”，“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
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共十九大
报告的一系列表述，预示着中国高铁正迎来前所
未有的机遇。进入新时代，跑出新速度，中国高
铁将攻坚克难，一路前行，将自己这张“中国名
片”越擦越亮。

中国高铁中国高铁，，新时代跑出新速度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史永竞史永竞

时速 350 公里、发送旅客
59.2 万 人 次 、 平 均 客 座 率
95%……10月21日，中国“复
兴号”动车组迎来运营“满
月”。这组数据，是过去一个
月来，“复兴号”交出的成绩
单。

近年来，安全快捷、平稳
舒适的中国高铁，为世界高速
铁路商业运营树立了新的标
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作为“中国名片”
的高速铁路也将踏上自己的新
征程，跑出发展新速度。

▼▼ 7月9日，宝兰高铁开通后的首趟西安北至兰州西D2651次动
车组列车，从“古丝绸之路第一桥”遗址开出。

王曙天摄 （人民视觉）

◀◀ 88月月33日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开往呼和浩特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开往呼和浩特
东站的列车上东站的列车上，，乘务员在整理行李架乘务员在整理行李架。。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振振摄摄

▲▲ 11 月月 77 日 上 午日 上 午 ，， 昆 明 南 至 深 圳 北昆 明 南 至 深 圳 北
GG29242924//11次—次—““曲靖号曲靖号””高铁文化旅游列车高铁文化旅游列车
在昆明南站首发在昆明南站首发，，车厢内一片热闹景象车厢内一片热闹景象。。

毛毛 虹虹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 66月月2525日日，，中国标准动车组命名在北京举行中国标准动车组命名在北京举行。。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复兴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史家民史家民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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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三. 新的啟程和嘗試
“疊聲”在取得成績後，不驕不躁，
懂得它的來之不易。回城後我們曾坐
在一起進行總結和反思。大家認識到
我們應該每年有一次音樂會來促進和
提高自己。由於工作的需要，肖楫老
師去了外州。 “疊聲”面臨著新的挑
戰和考驗，自從大家見過世面後，開
始對合唱有了全新的要求和認識！我
們非常幸運的是通過海萍，認識了
Dr. Jaber, 當時的團長劉易選擇和決
定邁出這一步- 榮幸地請到Dr. Jaber
擔任我們的指揮，從此“疊聲” 開始
了新的啟程和嘗試。

Dr. Jaber 是一位渾身散發著音樂
表現力和感染力的藝術家，第一次見
面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
僅是位優秀的聲樂教師，還彈著一手
的好鋼琴，排練時總是洋溢著熱情，
加著幽默風趣的活力。她有著一副敏
銳的音樂耳朵，每每強調在合唱中一
定得學會互相聆聽；在任何時候都要
學會為主旋律聲部讓位。她能馬上找
出各聲部音準和節奏上的錯誤所在，
加以糾正；同時對外文的吐字發音格
外講究。

“音樂是無國界的”，她不但為
我們精心挑選世界各國多種形式，不
同時期、不同風格的精典合唱作品，
還非常熱愛中國的文化藝術，並十分
感興趣地學習具有中國民族、民間特
色的合唱歌曲和音樂作品，甚至能準
確地理解和詮釋出作品的原意。很多
作品經她處理後產生了意料之外卻又
在情理之中的藝術效果。團員們被她
那別開生面和耳目一新的教學方法深
深吸引，大家在輕鬆愉快的訓練環境
中，享受著學習音樂知識的快感和合
唱技能的樂趣。

在她擔任指揮的三年裡，我們平
均每年至少要學習十到十五首新歌，
而且分別以 『十年華誕音樂會』 ；
『故鄉之戀』 ； 『天路之聲』 的命名
，舉行過六場（平均每年兩場）音樂
會；並且被邀請參加過“光顏色”為

癌症患者籌款的義演活動；每逢聖誕
佳節之際，我們都會到休斯頓"Medi-
cal Center" 的癌症中心醫院，為那裡
的病人們和工作人員們進行慰問演出
，真誠地獻上我們的愛心和祝福。尤
為感激的是 Professor Jaber 每次演
出時，都擔任我們的鋼琴伴奏。由於
Dr. Jaber 的關係，我們才有這德天獨
厚的機緣， 得以盡情享受他那優美流
暢、細膩典雅、極具歌唱性，又富有
激情的大師風采。

Dr. Jaber 看到了我們的潛能，逐
漸挑選難度較大的合唱作品：如巴洛
克時期的精典組曲、各國的民歌、藝
術歌曲、美國黑人靈歌、歌劇中的合
唱選段等。很多歌曲對我們有著很大
的挑戰性，特別對於那些節奏感強，
又沒有什麼節奏規律可遁的歌曲來說
，確實不是我們的強項，但團員們並
沒有“知難而退”，而是刻苦努力，
反復練習，克服一切困難來迎接挑戰
。每當練習無伴奏合唱時，她總是忍
不住地誇獎我們的音準不錯（這可能
是在當年出國比賽前，為苦練無伴奏
曲目，下過一番苦功和艱苦磨練的結
果）；由於不斷大量地接觸不同風格
和不同時代的新作品，在這個積累的
過程中，使我們無論是在和聲上，還
是音色上，有了質的變化和飛躍。團
員們非常欣喜地體會到這個量變到質
變的過程，幾年下來，我們學習新歌
再不像過去那麼艱難啦！

大家有目共睹地看到“疊幹”們
的無私奉獻精神！前兩年劉易仍是我
們的團長，後來劉磊當過一年多的付
團長。輔助劉易的工作。第三年胡麗
萍接任團長工作，（劉易在當了五年
的團長後，盡管團員們還想挽留他，
但同時又不忍心讓他再那麼操勞辛苦
下去），小夏是我們的付團長，四位
聲部長：張海萍、徐以證、趙為誠和
周方方，加上我們的財務陳曉怡。
“數年如一日”積極主動地承擔起各
種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勤勤懇
懇地為團隊熱心服務。由於他們的付

出，給我們創造了
一個良好的環境和
合唱的氛圍。
四. 歲月如歌
在時間的流淌中

，合唱團悄悄地走
過了十幾個年頭，
美好的和聲陪伴並
溫暖著我們的心聲
！

由 於 Dr. Jaber
當時擔任太多的工
作，千頭萬緒的，
她感到需要減少些
工作量，於是暫時
離開了我們。大家
顯然依依不捨，但
十分理解她的處境
。這時我們從海萍
那裡得知黃奕明老師剛到休斯頓定居
不久，他曾經在巴黎音樂學院專門攻
讀合唱指揮，並且擔任過許多國內外
合唱團的指揮，有著帶合唱團的豐富
經驗，這無疑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的
新鮮題材和不同的演唱風格。此時他
也從別的朋友那裡聽說了“疊聲”，
通過與我們幾位“疊幹”見面後，欣
然接受了我們的邀請，擔任起我們的
的指揮。他的指揮有著獨特的風範和
特色。在排練中，他尤為注重語言的
表達和表演藝術方面，經常強調中文
的文學修養和基礎，並講究樂句的流
暢性。每次他在講解作品的歌詞時，
總是繪聲繪色、津津有味、舉一反三
地提示大家，描述出豐富細膩的內心
世界，啟發我們對歌詞的理解和想像
力。為使我們盡量做到以情帶聲、聲
情並茂地演唱歌曲，他還經常為獨唱
和重唱節目做個別輔導和指正，幫助
表演者準確地把握歌曲的處理和表現
。黃指揮對訓練的要求極為嚴格，制
訂了每週三小時詳細的訓練內容和計
劃，經常進行分部抽查和不同形式的
組合排練。在他來到合唱團後，我們
終於盼回了欣瑩老師（這時她的兩個

孩子已經大多了），加上詹硯文老師
的加盟，大大加強了女高音聲部的力
量，使本來就有漂亮聲音的女高聲部
，好似如虎添翼。她們兩位老師經常
分別並主動地幫助、指導女高聲部的
加練。我們在黃奕明老師三年的指揮
下，分別舉辦了《思我故鄉》；《寰
宇風情》；和《天籟、海韻、聲聲疊
》的三場音樂會；每年聖誕節期間仍
然保持我們的傳統，去“Medical
Center" 的癌症中心醫院為病人和工
作人員舉行義演；並應邀參加了“光
顏色”為癌症患者募捐的演出活動，
還應邀參加過一些社團的演出活動。
這裡要特別感謝為我們先後擔任鋼琴
伴奏的年輕鋼琴家：李偉豪先生和沈
燕女士。他們超常的演奏技藝和講究
音樂的線條，將鋼琴成為聲樂不可分
離的“伴侶”，而不僅僅是伴奏，給
團員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繁瑣的團務工作從來沒有難倒團
長麗萍和付團長小夏，他們分工有序
、任勞任怨、腳踏實地的做了大量的
工作。麗萍經常帶著病疼，到銀行為
團裡申請籌款、為節省開支，她四處
奔波，做到“貨比三家”，麗萍在做

了兩年多團長後，因為身體的原因不
能再擔任團長了。於是小夏就積極挑
起了團長的擔子，思揚任付團長來協
助他。小夏為集體工作的熱情像一盆
火，那時他的兩個孩子還很小，而且
家務負擔很重。為給大家發送譜子、
CD、音樂和電郵等，常常是“起五更
、睡半夜”的，他們的敬業精神十分
感人。後來不幸他丈母娘發生了意外
，家中的狀況再也無法這樣繼續下去
了。這時我們的現任團長邵荃和付團
長趙慶勇於承擔起團務工作。幾年下
來，大家見證到他們付出了大量的時
間和心血，邵荃很有領導組織工作能
力，在單位裡是部門負責人，在團裡
有能力積極調動團員們的積極性和發
揮他們的長處，想方設法地完成各項
任務。趙慶性格沉穩，默默無聞地做
了很多大量具體工作，他細心管理譜
務、電郵、錄音等雜務，又具體聯繫
和通知各種活動，為保證順暢的排練
效果，還經常為團員們準備和復印多
份的樂譜。總是為大家著想在先。
（未完待續）

疊疊有聲二十載疊疊有聲二十載，，曲曲贊歌照歷程曲曲贊歌照歷程 ((11))

作者作者：：夢姝夢姝、、泉深泉深
10月 24日晚，2017年休

斯敦聯合國日獲獎領袖頒獎典
禮 在 美 國 休 斯 敦 女 子 協 會
（The Junior League of Hous-
ton）禮堂隆重舉行，出席頒獎
典禮的嘉賓和代表共計三百餘
人，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
區。大休斯敦地區有六位傑出
領袖獲獎，其中，美南新聞報
業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休斯
敦國際貿易中心主席、休斯敦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先生是唯一
獲獎華人領袖。

晚上6點至7點，晚會用歡
快的烏德琴和熱情的非洲鼓聲
歡迎嘉賓入場。首先為頒獎典
禮禱告的是休斯敦 Galveston
地區榮譽主席Fiorenza先生，
他指出今年是休斯敦首次將同
美國其他地區共同將10月24日
定為聯合國日，休斯敦地區將
承諾並遵守聯合國宣言，在公
平、教育、能源、社區、犯罪
、環境、醫療等各方面履行承
諾。來自 Mark White 和 Roy
P.Benavidez 小學的少年們用不
同國家語言認真宣讀了聯合國
日宣言，聯合國休斯敦地區主
席Stoecker 先生致歡迎辭並宣
布2017年休斯敦聯合國領袖頒
獎典禮正式開始。

在晚會進行期間，梅爾羅

斯（MelRose) 創意工作室總監
、作詞作曲家、青年歌手 Mel
Rose 女士用西班牙語深情獻唱
。本次晚會有幸邀請前白宮國
家安全委員會委員、前總統奧
巴馬顧問、前世界銀行高級總
監 、 高 級 顧 問 Mary Beth
Goodman 女士做了10分鐘令
人深思的重要發言，她說："我
們要致力於發展世界和平，從
兩次世界大戰中吸取教訓；尊
重人權、男女平等、民族平等
；遵守國際公約、尊重公平和
正義；注重鄰里團結、和平共
處；為全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發
展做出更大貢獻。既然世界上
那麼多國家已經在行動，為什
麼休斯敦不可以呢？"

此次頒獎典禮共頒發3種
獎項，獲得2017年休斯敦聯合
國日領袖終身成就獎的是Wil-
liam J.Cunningham 博士，他
一生致力於國際教育事業，特
別是在中文方面，一生教育事
業遍布法國、韓國、日本、越
南、哥倫比亞等多個國家。另
一位2017年終身成就獎得主是
Patircia Cunningham 女士，她
把自己的青春奉獻給了法語和
西班牙語的外語教學，同時參
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志願服務
工作、休斯敦女性選民聯盟、

教堂、藝術博物館等多項公益
活動。Vijay Goradia 博士獲得
2017年世界公民合作獎，作為
Vinmar International 的主席，
他的企業不僅每年資助印度數
百萬的學前兒童接受教育，同
時也為美國非營利教育機構作
出傑出的貢獻。

獲得2017休斯敦聯合國日
世界公民獎的有為休斯敦公共
交通作出傑出貢獻的 Oni K
Blair女士，美南新聞報業電視
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和
醫學發明家 Bandula Wijay博士
。李蔚華先生從1979年開始自
己的新聞事業，他熱心公益、
服務社區，愛心項目包括美國
慈善總會，休斯敦自然科學博
物館，休斯敦商業改進局，亞
洲新年晚會，Alief 國際盛會和
喬治布什圖書館等多個項目和
領域。此次陪同李蔚華先生一
同出席的有太太朱勤勤女士和
其他親朋好友，共同見證了華
人參與休斯敦領袖獲獎的燦爛
時光！讓我們共同祝願休斯敦
地區越來越好！祝福休斯敦地
區華僑華人越來越有成就感和
影響力！

20172017年休斯敦聯合國日頒獎典禮年休斯敦聯合國日頒獎典禮 李蔚華唯一獲獎華人領袖李蔚華唯一獲獎華人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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