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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省稅

在 2017 年的最後 1 周裏，全美許多
屋主，特別是那些有高額房地產稅的屋
主，不約而同地涌向當地政府辦公室，
在那裏排起長隊，希望抓住最後的機會，在今年
年底之前付清 2017-2018 年度的房地產稅及其
它地方稅。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况，是因為特朗普上周
五簽署的共和黨稅改法案給州和地方稅的扣減
金額設了 1 萬美元的上限，而現行稅法是沒有扣

減上限的。這意味著，在加州、紐約州、新澤西州 報 道，蒙 哥 馬 利 縣 議 員 喬 治 ‧ 雷 文 赫 爾
、馬裏蘭州等房價較高的地方，由于房地產稅的 （George Leventhal）日前說：
“這從來就沒有出
抵扣額有限，許多屋主將不得不多給山姆大叔 現過。沒有人說，
‘請讓我提前支付我不欠的賬
進貢。
單’
。明智的現金管理建議是應該更接近到期日
針對民眾爭相付清本年度房地產稅的現象 的時候才付，而不是更遠之前。但是，由于這個
，國稅局（IRS）周三說，只有那些經過地方政府 變化，人們有可能獲得一些好處，並在 2017 年扣
估值的房地產，其業主在 2017 年付的房地產稅 除他們明年的房地產稅。”
才可以在明年報稅時用來扣減；
于是，蒙哥馬利縣議會打破了冬季休會的
而沒有經過地方政府估值而計 傳統，本周二舉行特別會議，以 7 比 1 票通過一
算出的、僅僅是預估的房地產稅 項法案，允許本縣居民預付他們的 2018 年的稅
，即使在 2017 年付了，也不能用 單。
來扣減應稅收入。
雷文赫爾投了贊成票，但他說，他仍然不確
“我們無法向我們
議會臨時立法 允許預付房 定這個决定對屋主有何影響，
的居民保證
，
這些付款將得到扣除”
。
地產稅
雷文赫爾說
，
這事最終將由國稅局
（IRS）
來决定
華盛頓特區以外馬裏蘭州
的蒙哥馬利縣原先是不允許業 。
不過，蒙哥馬利縣議會認為有必要回應民眾
主預付房地產稅的，這使當地一
對預付房地產稅的要求
。雷文赫爾說，該縣近半數
些屋主在稅改法案被特朗普簽
納稅人都有超過1萬美元的州稅和地方稅
。
署成為法律之後手足無措。但是
儘管如此
，
此時突然需要準備大量現金
，而
，附近幾個縣和華盛頓特區都允
且沒有任何保證能確定預付稅的金額能得到扣
許屋主提前付清房地產稅。
12 月 26 日，民衆在紐約州亨普斯代德鎮政府辦公室內排隊，等
據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CNN） 減，但一些屋主仍然認為，他們冒這個險是值得
的。來源: 僑報
待預付房地產稅。
（圖片來源：美聯社
（圖片來源
美聯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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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個稅怎麽收
12 月 5 日，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社科
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共同發布《中國住房發展報告
2017-2018》指出，近兩年全國住房市場總體穩中有升，
為更好建設長效機制，建議明年將房產稅納入立法議程
。
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志龍預
計，2018 年將可能加快完成房產稅立法程序，2019 年或
2020 年部分省市將可能正式進入房產稅全面徵收階段
。
在此之前，據金融深度 3 日
報道，寧夏出臺《寧夏回族自治
區房產稅實施細則》
，明確寧夏
房產稅在城市、縣城、建制鎮和
工礦區（包括各類開發區、各類
園 區）範 圍 內 徵 收，新 細 則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
這標志著中國正式和國際
接軌，對 70 年使用期限的房子徵
收房產稅，中國正式進入了房產
稅時代。
而在房屋和土地有永久產
權的美國，房產稅已有 200 多年
的歷史，是房屋永久產權的最基
本保障，也是房主的義務（不繳
房產稅，房屋可能會被沒收並拍
賣）
。
據華爾街見聞報道，美國各
州政府自行决定房產稅高低，每
年都需要繳交，房產稅也是地方
政府維持消防、教育、醫療、公共
設施和福利等方面支出的重要
來源。也就是說，美國房產稅“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
，房主可以享

受到社區服務改善的好處。
在實際繳納過程中，各社區會根據實際情况不同而
相應調整稅率。富人社區房產稅會稍高，這使當地學校、
醫療等公共設施更好，形成良性循環。而中低收入社區
的房屋則會由專業人士評估，適當減少繳納的房產稅。
表一是美國各州房產稅情况，美國各州的平均房產
稅率在 0.28%-2.35%之間，全國房產稅中位數為 2149 美
元。
各州中，房產稅最低的是旅游勝地夏威夷，當地房
產稅僅有 0.28%，房東每年需繳納的房產稅中位數是
1406 美元。
與紐約曼哈頓一河之隔的新澤西州，是美國房產稅
率最高的州，達 2.35%。按照當地房價中位數估算，每年
房產稅需繳納 7410 美元。擁有靠近紐約的便捷，新澤西
近期也成為國人赴美買房的熱點城市，但當地的房產稅
支出不容忽視。
有的州雖然房產稅高，但其它方面稅收較低，同樣
對人口遷移和投資具有吸引力。德克薩斯州的房產稅達
1.9%，但由于德州不徵收個人所得稅，使得當地居民稅
負相對較輕，吸引大批年輕人和大企業前往。
而在熱門投資地點中，加州房產稅最低，僅有 0.81%；氣
候溫暖的佛羅裏達州和西北部的華盛頓州房產稅分別
是 1.06%和 1.08%，這兩個州也不徵收個人所得稅；紐約
所在地紐約州房產稅率偏高，為 1.62%。

美國各州房產稅分布圖（來源：Tax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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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美國各州房產稅率（來源 WalletHub，粗體字為熱門投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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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個稅怎麽收
2. 評估土地價值和周邊設施獲得的總價值

房產稅的
高 低，對
人口遷移
和房價也
造成一定影響。一般來說，人們會傾向于定居在房產稅率較低的
州，一些房產稅少的州房價上漲也就更快。
Attom Data 公司副總裁達倫-布羅姆奎斯特表示，過去五年
，美國房價漲了 45%，但房產稅最高的新澤西州，房價同期僅上
漲 5%。而房產稅較低的科羅拉州和亞利桑那州，房價則分別大
漲 59%和 83%，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也成為美國房價上漲最快
的城市之一。
房產稅是在美國不可避免要繳納的稅，繳納美國房產稅時，
應該如何計算呢？據搜狐報道，通常是對區域內私人房產、空地
的房子進行徵收。
房產稅率的確定會基于房產評估價值，往往各州會有不同
的規則。房產稅繳納時間一般來說每年兩期，在 4 月和 11 月各繳
納一次。
繳納房產稅前，首先要清楚一件事，美國絕大部分房產是房
屋本身加土地，房屋地基、院落的土地所有權都歸屬在範圍之內
。所以，房產稅實際上會對兩個部分繳納稅款，一是房屋本身價
值，二是地產價值。

1. 評估房屋價值

在大城市，往往土地價值高于房屋價值，所以房產稅率一般
會以土地的價值為基礎。土地越有價值，房產稅越高。因為土地
的價值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所以即使地方政府沒有具體改變房
產稅稅率，屋主自己也應該大概瞭解擁有的土地值多少錢，提前
預估房產稅率變化趨勢。
一塊土地的價值通常由兩件事决定：土地本身的價值和附
加任何東西的價值。要知道財產性的總價值，就需要將這兩個值
相加。通常，本地評估人員可以提供這兩個信息。
舉例來說，在美國 A 縣買了一所房子，預估價值為 357000 美元，
由于靠近繁華商業區以及兩處便利的高速公路，預估價值是
307000 美 元。加 上 這 兩 個 值，我 們 的 財 產 總 價 值 為 357000 +
307000 = 664000 美元。在接下來的幾個步驟中，我們將使用這個
值來計算我們的房產稅。表單的底部

3. 查找房屋所在地區的地方政府稅率
房產稅稅率每個州以及州內各縣市徵收房產稅的標準都不
同，稅率在 1%-3%左右浮動。有一個簡單的計算公式：房產稅稅
率＝預算應徵收的房產稅稅額÷房產計稅價值總額。不過即便
是同地區，房產稅稅率還會隨時間變化而變化，這取决于徵稅機
構的需要。
比如 A 縣有預算短缺，就可能會提高稅率以使收支平衡。因
此，瞭解房屋所在地區，政府的最新財政信息至關重要，與評估
財產價值一樣，通常可以從當地稅務機關得到這些信息。

4. 發現其他地方機構的財產稅稅率
房產稅的總稅率一般由州稅率，市、縣稅率，
學區稅率三部分共同組成。所以地方政府並不是
唯一需要徵收房產稅的組織，其他為當地社區服
務的組織也通常會設置相應的房產稅。值得注意
的是，大多數公立學區的大部分開支都來自地方
房產稅的財政來源支持，城市、城鎮和其他地方實
體也可能需要繳納一定的房產稅。
在我們的例子中，假設我們生活在 ABC 州的 D
市，我們需要支付 1%的州稅率，同時 D 市還擁有自
己的 2%的房產稅，最後，D 市公立學校會以 3%的
稅率徵收自己的學區房產稅。

房屋價值通常由當地的專業的評估人員决定。為了瞭解房
產的價值，可以聯繫當地評估員的辦公室或者當地的稅務機關。
許多評估員都有在線工具，可以根據地址查找房產價值。有時屋
主也可以從金融機構獲得價值估計。
大致說來，房地產評估的基本原則有 3 個：參考同地區，同類
房屋最近一段時間的成交價格，這是評估房屋價值（包括土地價
格）的主要參考因素；房屋價格加上土地價格，即在當前建材成
本和勞動力成本下，在同一塊地皮上修造同類房屋的造價，並根
據相應的新舊狀况進行折舊處理；假定房屋用于出租，可以收到
多少租金。
5. 計算總稅率
綜合以上三點，並結合當地經濟狀况，可以得到房屋的評估
當知道所有不同類型
，但必須支付的房產稅
值。地方政府根據估價員的評估，會將新的房屋價值評估報告提
前半年通知屋主，如果屋主覺得價值評估符合心理預期，就等著 稅率類型時，計算全部的稅率就相當容易了。首先
政府寄來新的稅表；如果覺得和心理預期相差太大，可以提出要 ，將不同的稅率相加，以獲得需要支付的總房產稅
求重新評估，政府會委托評估員，重新審核評估報告並將結果寄 率。
在例子中，由于我們有全州 1%的財產稅，2%
給屋主。屋主如果還不覺得不合適，可以要求上訴，由法庭最終
的市稅率
，以及 3%的學區稅。
裁定。
我們總共需要支付 1% + 2% + 3% = 6%的房

產稅稅率。還有一個需要關注的稅項，那就是額外地產附加稅。
當購買的房子屬於新發展區，一般地稅在基礎稅率外還會
有額外地產附加稅 Mello Roos tax，這個稅主要用于該區域的基
礎建設，如學校、公園等公用設施。對于額外地產附加稅繳納的
年限可以在購房時和賣家或開發商確認，他們會準確告訴你。通
常基礎稅率是 1.2 的話，額外地產附加稅是零點幾。

6. 計算總房產稅
把總財產稅率乘以正在計算的房屋與土地總估值，就將得
到財產稅總共需要多少錢。在例子中，總房產稅率是 6%，房產價
值 664000 美元，0.06×664000 美元=39840 美元。則 39840 美元為
最終的房產稅。(取材僑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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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華人買家湧入德克薩斯州
能源、石化、農業、電子、航天、
生物醫藥等行業，德州都比較
發達。

美國的第二個矽谷！

（數據來源：NAR
NAR）
）
提起德克薩斯州，你想起了什麼？是蒼茫無垠的草地還是騎
馬飛奔的牛仔？無論你有沒有去過德州，這個至今還保留著每年
舉行一次脫美獨立公投的地方，正以它的熱情和個性吸引著所
有來到美國的人！

德州成為華人購房第二選擇！
今年 7 月，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
《2017 美國房產海
外買家報告》顯示，目前，前來德州買房的外國人，已經超越了加
州！德州成為了外國人心中僅次于佛羅裏達州的置業投資之選！
有 12%的外國買家選擇德州作為他們的投資目的地，11%的
中國買家也開始了自己的置業德州之旅。
作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領頭羊”
，德州在美國經濟中占重要
地位。2012 年 GDP 達 13,974 億美元（同比增長 4.8%，增幅全美第
二）
，占全美經濟總量的 9%，居全美 50 個州第二。
德克薩斯一向畜牧業發達，養牛更是聞名于世，德州牛仔深
深融入了該州的文化。
而得益于 20 世紀早期石油大發現、20 世紀 80 年代起經濟
多元發展，德州的經濟以及高科技產業都迎來了巨大的發展。在

據統計，
《財富》500 強企業
中有 57 家在得州落戶。目前多
達 400 家大公司總部或區域總
部設立在德州，超過 2000 家跨
國公司在這裏設立分公司。
由于德州低廉的地價和優
惠政策，使得包括埃克森石油公
司、德州儀器、JCPenney、AT&T
在內的世界知名企業紛紛選擇
進駐。
低成本的優勢讓加州有
27%的公司計劃遷入德克薩斯
州，這帶來了充分的人口和就業
機會，也持續拉動著德克薩斯州
經濟的發展。
而大公司的聚集導致了德
州的一部分地區經濟發展尤為
迅速，成為美國的科技、工業中
心！例如奧斯汀和達拉斯，就被稱作是德州的“矽谷”
。
目前，亞馬遜的第二總部選址正在如火如荼，考慮到德州的
成本優勢，亞馬遜考慮德州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地廣人稀，房價低！

德州房價低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你知道嗎，德克薩斯州的
房價中位數在 14 萬美元左右，僅
為美國平均房價的 70%！有俗語甚
至說：
“德州除了空氣，最便宜的就
是土地了”
。
而對于來美國購買房產的投
資者而言，房價是一個必須要考慮
的因素。在德州，主流的房屋大概
就在 20-30 萬美金之間，50 萬就可
以買到一個 400-500 平米的大別
墅了，簡直超值。
同時，德州有嚴格的自主住宅
保護法，對于人的住房權保護最佳
。在德克薩斯州買房子，不僅是低
成本，同樣享受到高房價漲幅和租

亞馬遜西雅圖總部
金收入帶來的持續收益！

無州稅！
無個人所得稅！
德克薩斯州沒有州稅和個人所得稅！！！這當然吸引來了大
量的人口前來就業、創業、定居！人口增加極大程度上推動了德
州的經濟發展，同時也推動了房地產市場的火熱！
據福布斯的分析，德克薩斯在經濟增長速度方面位居全美
第二、過去五年內工作增長速度穩居第三名，加上從其他綜合實
力方面的考量，福布斯將德州評定為全美經濟環境最好的州。

德州適宜居住！
德州的自然環境當然是極好的！
“2017 全美最適宜居住地區”排名中，德州一共有 5 座城
市成功擠進榜內前 25，一舉超過加州成為擁有宜居城市最多
的州！
除了環境好，德州的醫療條件也非常好，休斯頓有著世界最
大的醫學中心--德州醫學中心（Texas Medical Center）
，每年吸
引著全球各地的高淨值人群到此享受優質醫療服務。
在教育資源方面也非常優秀，擁有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等一系列知名學府，居
民的教育問題完全不用擔心！
在德州投資置業，不僅便宜而且投資回報高，確實非常適宜
華人進行資產配置！(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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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改對美國房市有什麼影響？
美國稅改對美國房市有什麼影響
？
員的請求保留了部分 SALT 抵扣。一些納稅人若在州或地方
繳了房產稅，仍然可在聯邦所得稅申報時列舉扣除，以減輕
負擔。當前納稅人可以列舉抵扣的州和地方稅包括房產稅
和所得稅（或銷售稅）
。
但財政部估計，這些列舉扣除項在今年將導致聯邦政
府收入減少約 1,110 億美元，未來 10 年減少 1.5 萬億美元的收
入。本來，白宮及國會共和黨人 9 月公布的稅改方案，計劃
取消州和地方稅的列舉扣除項目，以彌補聯邦稅大幅削減
公司及個稅稅率等的影響。
但一些賦稅重的州強力游說，說不能取消。加州雖然有
意見但沒出聲，而新澤西州和紐約州的共和黨人則威脅，如
果不能保留至少部分州和地方稅列舉扣除，他們就會反對
稅改提案。

加州受益大
加州的個人所得稅率全美最高，加州人可以列舉扣除
州所得稅好處很大。去年，加州所得稅的最高等級稅率為
13.3%，相比之下，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稅率則大約是 9%。
加州的房產稅相比其它州不算高，因為 1978 年通過的
13 號法案對加州房產稅的徵收做了很多限制。然而，對納稅
人來說，保留房產稅列舉扣除當然也是利好。據分析今年房
產稅的私人金融網站 WalletHub 的數據，加州房產稅並列
美國共和黨人本 11 月 1 日公布新的稅改提案，預計部分納稅
全美第 17 低，而新澤西州的房產稅全美最高。
人在申報聯邦所得稅時，如果采取列舉扣除方式 (parallel tax)，
據加州稅務局（California Franchise Tax Board）數據，2014
將仍然可以抵扣州和地方稅（State and Local Tax, SALT）
。
年，加州人列舉扣除了 700 億美元的 SALT 所得稅，但只列舉扣
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除了 270 億美元的 SALT 房地產稅（個人房產稅等）
。不過，非營
主席、共和黨人布拉迪（Kevin Brady）表示，應某些州共和黨議

利組織 Tax Foundation 的資深分析師瓦爾扎克（Jared Walczak）表示，加州在抵扣 SALT 房地產稅方面仍然受益極大，只是
比起整體 SALT 抵扣顯得小了。
據美國稅收基金會（US Tax Foundation）數據，2015 年，加
州的整體 SALT 列舉扣除額占到了全美 SALT 列舉扣除額的
20%，排全美第一。相比之下，加州的房產稅扣除額只占到全美
房產稅扣除額的 15%。

紐約、新澤西州等獲益更大
瓦爾扎克說，保留房產稅列舉扣除對紐約、新澤西等州來說
獲益更大，因為這些州的房產稅在個人稅務負擔中占比較大。尤
其是東北部的州，其房產稅都高于加州。
房產稅在個人稅務負擔中占比較大，因此保留房產稅列舉
扣除對紐約州獲益更大
據稅收基金數據，年入 50 萬美元以上的加州家庭，SALT 的
列舉扣除額占到了他們調整後總收入的 7.1%，而房產稅扣除額
僅占到他們總收入的 1.1%。
據稅收基金數據，在 2015 年 SALT 抵扣在州民總收入占比
的排名中，加州僅位列第四，前三名是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乃
狄克州。在房產稅 SALT 抵扣在州民總收入的占比排名中，加州
更是排到了第 12 位。
不過，比起整體 SALT 抵扣，房產稅列舉扣除對全美中產家
庭來說更有益，因為房產差距比不上美國人的收入差距。
瓦爾扎克說，一些富有美國人的年收入是中等收入的 10 倍
，但他們的房子不太可能是中等家庭房子價值的 10 倍。(文章來
源：網絡)

做好這幾件事可以讓房子多賣好幾萬！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
協會的一份報告稱，給自己的
家重新裝修或改造，大部分美
國人會很享受煥然一新的家，
並很有成就感。除此之外，裝
修或改造還可以讓房屋增值，
平均增值為 2 萬元。
不過，大到對房屋結構進
行翻新，小至清潔打掃，它們
的利潤和開支是很不同的。下
面小編為大家介紹 13 種最好
的讓房屋升值 2 萬的投資方
法。

13 備用發電機
成本：12,712 元
利潤：7,556 元
回報率：59.4%

12 加蓋露天平臺
（複合材料）
成本：16,798 元

利潤：10,819 元
回報率：64.4%

11 浴室改造
成本：17,908 元
利潤：11,769
回報率：65.7%

10 更換屋頂
成本：20,142 元
利潤：14,446 元
回報率：71.7%

9 更換牆面
（乙烯）
成本：12,341 元
利潤：9,032 元
回報率：73.2%

8 加蓋露天平臺
（木製）
成本：10,471 元
利潤：7,850 元
回報率：75%

7 更換牆面
（經設計的）

成本：13,832 元
利潤：10,866 元
回報率：78.6%

6 更換大門
（玻璃纖維）
成本：3,126 元
利潤：2,574 元
回報率：82.3%

5 廚房小規模改造
成本：20,122 元
利潤：16,716 元
回報率：83.1%

4 更換大門
（鋼製）
成本：1,335 元
利潤：1,217 元
回報率：91.1%

3 車庫門更換
成本：1,652 元
利潤：1,512 元
回報率：91.5%

2 人造石貼面
成本：7,519 元
利潤：6,988 元
回報率：92.9%

1 閣樓隔熱材料
（玻璃纖維）
成本：1,268 元
利潤：1,482 元
回報率：116.9%
不過，小編提醒，美國房
產多為木質結構，所以在改造
時要格外當心，一旦在裝修的
過程中造成房子結構性的問
題就會對房屋的安全造成危
險。
因此，出于安全考慮，在
美國買房後如果裝修必須申
請許可證。如果不申請，除了
會吃罰單，如果發生裝修事故
，保險也不會賠償。另外，在未

申請的情況下私自裝修，也會
給將來房屋出售埋下隱患，很
可能被要求強制拆除，賣房成
本也會提高。
申請許可證有兩大好處：

首先不用擔心裝修的時候會
有人來檢查。其次，如果裝修
工程出現問題，還可以申請州
裏面的一個裝修事故保險。(文
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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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訪問學者感嘆：
在美國看到小角色的人性光芒

，只要落座後稍事休息，精美的午餐就會飄然而
至。即便隨三、五個教授同時到達，不消一刻鐘，
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定會送到桌前，讓人不由不
驚嘆於他的雷厲風行。Walter 當然是個出色的廚
師，廚藝極佳，烤、炸、拌、燉樣樣在行。他烤出的
牛排，肉質細嫩，香味撲鼻；炸出的薯條，外脆內
軟，口感極佳；拌出的水果沙拉，色澤鮮艷，香甜
爽口；煲出的雞湯，營養豐富，味道鮮美。這些美
味佳肴看上去令人饞涎欲滴，吃起來讓人食欲
初識：大學校的“小人物”
作為麥克喬治小屋（Mcgeorge house）的“主 大開。Walter 還經常變換菜肴的品種，蒜香牛排、
人”
，Walter 是被院方雇來專門為教授們提供午 蔥烤雞翅、芒果雞柳、香菠牛肉、幹燒杏仁蝦、椒
餐服務的員工。那個小屋就坐落於美麗優雅的 鹽牛仔骨、奶油蘑菇湯、香焗土豆皮等等，我都
校園裏，是一幢單體的兩層小樓，地方並不很大 陸續領略過，意式披薩、法式可麗餅、西班牙海
，但卻非常精巧別致。每天中午，法學院的教授 鮮飯，也曾先後品嘗過。說實話，在 Walter 的小
們三三兩兩地來到這裏，一邊細嚼慢咽、慢慢品 屋用餐，的確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味覺享受。每當
味院方提供的免費午餐，一邊無拘無束、海闊天 Walter 看到我吃得津津有味時，或當我對其所做
空地交流各類信息。我到法學院報到後，細心周 的菜品大加贊賞時，他總是滿臉堆笑，心裏樂開
到的國際交流中心主任 Eric 先生安排我和他們 了花。
一來二去，和 Walter 接觸的次數多了，我們
的教授一樣，也可以在每個工作日的中午在麥
克喬治小屋享受一頓免費午餐，因此與 Walter 自然熟悉了起來，有時就會聊起家常。Walter 告
訴我，他並非本土的美國人，而是出生於哥斯達
的相識便從小屋開始。
Walter 五十歲左右，中等身材，體形偏胖，但 黎加。那是一個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的小
卻顯得頗為強壯幹練，絲毫沒有肥胖者慣常的 國，只有四百多萬人口，但
臃腫、虛弱模樣。他的眼睛並不很大，但卻非常 卻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
有神，眉宇間透露出慈祥而溫和的神情，加上他 然風光秀麗，素有“中美洲
的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不用說話，便能讓人感 花園”的美稱。他來美國已
受到他的和藹可親。當然，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 經十年，在受雇麥克喬治
，便是他留著一個大大的光頭，光得有點發亮， 法學院之前，曾在紐約打
拼過幾年，送過外賣，開過
顯得特別耀眼。
他無疑是個非常熱情的人，當 Eric 向他介 出租，也做過廚師。因為之
紹來自中國的我的時候，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大 前他在美國還沒站穩腳跟
拇指，直呼“great！great!”隨後他告訴我，他了解 ，所以他沒敢將妻子和三
的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是個了不起的東 個孩子貿然接來，在連續
方大國，他還知道中國的首都是北京，經濟中心 幾年的時間裏，他與妻兒
是上海，知道中國有著名的長城和長江三峽。初 一直過著天各一方的日子
來乍到，在那個並不起眼的麥克喬治小屋裏，一 ，一年只難得回去一兩次，
個普通而又平凡的“小人物”
，竟然對中國有這 孤獨、愁苦常常讓他難以
麽多的了解，確實讓我一陣激動。自此以後，每 入眠。終於，天道酬勤，苦
天中午午餐時間，只要我一跨進小屋的門，不管 盡甘來，經過他的不懈打
Walter 是忙碌還是悠閑，定會受到他的熱情招呼 拼，加上他的吃苦耐勞，他
，有時還會給我來個熱情的擁抱，儼然久違的親 在美國逐漸穩定了下來，
人一般，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賓至如歸的感覺。 順利申請到了綠卡，並依
的確，他愛“屋”如家，小屋內的桌椅被他收拾得 靠多年的積蓄，購置了屬
井井有條，地面被打掃得幹幹凈凈，門窗也被擦 於自己的房產，這才在兩
拭得一塵不染，長條形的餐桌上一左一右擺放 年多之前將妻兒全部接來
著兩盆水仙花，墻上還懸掛著幾幅美麗的風景 美國，一家人總算幸福地
畫，低沈而又舒緩的音樂在小屋的角落回響，置 團圓在一起。隨後，在朋友
的引薦下，他的妻子在沃
身其間，溫馨、舒適、愜意的感覺油然而生。
爾瑪超市找到了一份收銀
員的工作，大兒子也在一
幹練大廚的人格魅力
Walter 還是個做事幹練的人，我每每去用餐 家酒店當起了調酒師，而
(來源:劉文 撰文)受美國王氏基金會(Wang
Family Foundation)的慷慨資助，我有幸飛越浩瀚
的太平洋，來到位於舊金山附近的麥克喬治法
學院進行為期半年的學術交流。訪學期間，我在
廣泛結識法學院的教授、學生並與他們結下深
厚友誼的同時，還認識了幾位名不見經傳的“小
人物”,Walter 便是其中之一。

，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已經把他看成一個親
兩個女兒則順利地進入了美國的中學，接受完 ”
全的免費教育。聽了 Walter 在美國孤身奮鬥的 密的朋友。
經歷，我深深地體會到他的不易，不禁對他肅然
起敬起來。
機緣巧合，使
我在麥克喬治法
學院訪學時間，能
與 Walter 相識。在
他的身上，我能真
切地感受到美國
底層社會普通民
眾 的 敬 業、厚 道、
善 良、真 誠、熱 情
與堅強。如今我已
回國，離開了學習
生活半年之久的
麥克喬治校園，並
且以後或許再也
沒有機會重返那
一片故地，但我會
永 遠 記 住 Walter
這樣一位“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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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吃的東西安全嗎？
（本文轉自僑報網）
ronment leading to food contamination）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由來已久，像食物中毒 ·跨州的食品安全事故增加（Rising number of
這樣直接可見的食品安全問題在當下有著它的 multistate outbreaks）
新特點。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新的細菌、毒素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New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最新數據， and emerging germs, toxins, and antibiotic re每年估計有 4800 萬人（1/6 的美國人）會得食源 sistance）
性疾病，約 128000 人住院，3000 人死亡。
·新的可變質食物（New and different contaminated foods, such as prepackaged raw cookie
為什麼會有食物中毒
這主要與美國人的飲食習慣有關：他們吃 dough, bagged spinach, and peanut butter,
生食、成品很多。另外，美國人在外就餐的頻率 causing illness）
這些新趨勢不是獨立的。所謂食品的生
也大大增加。1970 年，美國人的食物開銷中只有
產和供應方式改變
，主要是指的大型食品加
34%外出就餐，2008 年，這個數值增加到 49%。
美國人喜食蔬菜沙拉、水果。1996 年從圭地 工和生產企業的出現。因為這些大企業的客
馬拉進口的覆盆子（raspberry）讓 20 個州近千人 戶往往是跨州乃至跨國，這樣一來，一旦發生
中毒，同一年蘋果汁中的 E.coli 讓 60 人中毒。 事故，規模就特別大。同時這些大型企業為了
1997 年墨西哥草莓中的甲肝病毒讓三個州數百 追求新的收入與高利潤率，也開發了不少新
學生中毒。2003 年的冬蔥（scallion）甲肝感染， 的易變質的即食產品。
就是強調食品安全應以預防為主。無論美國公 刑事指控，並開出了創紀錄的 23 億美元罰款，相
2006 年著名的袋裝菠菜 E.coli 感染事件（200 人 FDA 做了什麼
司還是外國公司，凡是在美國生產、加工、包裝、 當於該公司年收入的 30%。
中毒，3 人死亡）
。2008 年，零食花生中的 Salmo- ·不斷改革“過時”法律
nella，造成 9 人死亡。
鑒於不斷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FDA 加快 倉儲或者銷售人類或動物食品、藥物及其添加 ·問題食品第一時間召回
問題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種補救措施，是防
另外，肉類裏，西方燒烤很多都不講究熟透 了食品安全立法進程，繼《2009 年消費品安全改 劑的業主或者經營、處理食品的地點，都必須每
。像牛排這樣的其實問題不大。因為整塊的肉， 進法》後，又通過了幾經修改的《2009 年食品安 年一次主動到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網站上登記註 止問題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後一道屏障，也能減
少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
就算被感染了，也只是表面，極難進入肉內部， 全加強法案》
。2011 年 1 月，奧巴馬簽署《食品安 冊，拒絕或逃避登記者將面臨 10 年有期徒刑。
“特嚴關照”大型企業
奧巴馬食品監管改革要點之一就是授予美
只要表面做熟了就沒問題。問題主要出在肉餡 全現代化法案》
，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迎來一 ·
在美國
，
從法規到執法部門都對大型企業
國藥管局強制召回權
，可以直接下令召回而無
上，比如香腸，比如做漢堡的肉餅。只要有一只 次大變革。
。2010 年夏天，全美範 需要求生產廠家自願。日本的食品監管重視企
病牛病豬，病菌會隨肉餡攪拌過程混入同一批
早在 1906 年，美國國會通過《食品藥品法》 實施了特別嚴格的“關照”
次的所有肉內部，這時如果燒烤做得沒有熟透， 和《肉類制品監督法》
，食品安全開始納入法制 圍內爆發的沙門氏菌病毒被歸咎於地處愛荷華 業的召回責任，報紙上經常有主動召回食品的
就容易被感染。
化軌道運轉。上世紀 50 至 60 年代，針對濫用食 州的兩大雞蛋廠商身上，兩家公司主動召回 5 億 廣告。
在國外，廠商之所以願意主動召回，主要是
品添加劑、農藥、殺蟲劑和除草劑等化學合成制 枚問題雞蛋。2010 年 7 月起，美國開始對 5 萬只
食品安全問題有什麼新趨勢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在近 30 年，呈現了一些 劑的情況，美國政府先後出臺《食品添加劑修正 產蛋雞以上大型雞蛋生產商實施雞蛋安全生產 出現嚴重質量問題時再補救，會被處以巨額的
懲罰性賠償，還會面臨曠日持久的消費者集體
案》
、
《色素添加劑修正案》
、
《聯邦殺蟲劑、殺真 相關規定。
新趨勢，CDC 網站上總結稱：
一旦出現問題
，
知名企業將面臨重大責罰
。
訴訟。此外，廠商不及時召回“問題產品”被曝光
·食品的生產和供應方式改變（Changes in our 菌劑和滅鼠劑法》等多部法律。
2009
年
，
美國司法部對美國制藥巨頭輝瑞公司
，
信用度將大打折扣，將給企業造成無法挽回的
·
多層次預防監控
food production and supply）
提出營銷過程中故意誇大
13
種藥品適用範圍的
損失
。
美國
2011
年頒布
《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
核心
，
·環境改變誘發食物變質（Changes in the envi-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華裔英語流利者不到半數？
中新社休斯敦電 美國人口
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
報告顯示，美國人在家中說的語
言非常多元化，至少有 350 種，在
大都會地區尤其顯著。290 萬民
眾在家講中文，其中英語流利者
不到半數。
根 據 2009 至 2013 年《美 國
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收集的數據，人口普查
局報告指出，美國有超過 6000 萬
年齡在 5 歲以上的人口在家不說
英語。他們在家使用的語言至少
有 350 種，範圍之廣令人驚訝，其
中包括賓州人的高地德語、烏克

蘭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以
及 150 種北美原住民語言等。
近 3750 萬美國人在家說西
班牙語，西班牙語是除英語之外
，在美國家庭中使用最廣泛的語
言。其次，約 290 萬人說中文，包
括普通話、廣東話、客家話、閩南
語等。說菲律賓語、越南語和法
語的人數依次居後。
“調查表明，美國擁有廣泛
的語言多樣性。”人口普查局統
計學家埃裏克(Erik Vickstrom)說
，
“了解某壹特定區域語言的種
類和講不同語言的人口，有助於
為決策者、規劃者和研究人員提

供有價值的信息。”
口流利英語；在家說菲律賓語的
這種語言的多元化在美國 160 萬民眾中英語好的只占 32%
大都會地區尤其明顯。紐約市居 。
民在家說 192 種語言，38%使用
《美國社區調查》是壹項大
除英語外的第二語言；洛杉磯至 型全國性問卷調查，是小範圍預
少 有 185 種 語 言，使 用 比 例 是 估美國人口社會和人口特征的
54%；邁阿密 51%；舊金山為 40% 唯壹來源，每年提供重要的經濟
；休斯敦達到 37%；芝加哥 29%； 、社會、人口普查和住宅資訊。此
華盛頓 DC 是 26%。
類資訊在幫助州政府、地方社區
在家說西班牙語的人更願 、警察部門、建築商和零售商作
意學習英語，他們中超過 56%的 出有關學校、道路、老年人中心，
人說自己英語很流利。亞裔民眾 和其它事項與服務規劃方面會
略遜壹籌：在家說中文的居民， 起到重要作用。
44.7%英語說得“非常流利”
；140
萬越南裔人口中，只有 40%說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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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
在美國
，這樣“窮養“與”富養
富養”
”女兒

很多家長都會糾結孩子到底該 載而歸兩大袋，一袋毛絨玩具，一袋小 讓她自己挑選，現 在更多的時候是她 現金獎勵。
要的是我們在為她花錢的時候，我們
“窮養”還是“富養”
。其實，與其一味追 孩衣服。用洗衣機洗了以後，女兒穿著 和朋友一起去買。
我讓女兒知道：一個女孩子打動 的選擇和優先次序向她傳遞著我們的
捧“窮養兒子富養女”的信條，不如盡 高興，玩得開心。可是當我在越洋電話
孩子小的時候對金錢沒有什麼 人的是健美的身體，自信的眼神和陽 價值觀。
可能提供這合孩子發展需要、這合家 裏得意洋洋 向我媽彙報我的“成果” 概念，漸漸大了，看到周圍的人和事， 光般的笑容，沒有這些，穿再貴的衣服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女兒從小到
庭實際情況的 條件，不必費力超越， 時，卻被訓了一頓：
“怎麼能給孩子穿 就有了想法和疑問。面對這些，我知道 人們在心裏也不會給妳打高分。
大，小到玩具衣服，大到手機電腦，從
也無須刻意降低，在有選擇、有限度地 別人的舊衣服！”也是的，在國內獨生 不能回避，敷衍，只能正面地去和女兒
守住這些底線，并不意味我是個 沒為哪洋東西和我們糾纏過，更沒有
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的過程中，言傳 子女是小皇帝，小公主，爸爸媽媽就差 交流。記得上初 中時女兒說：
“有的同 在金錢上苛待孩子的媽媽。女兒去外 因為得不到滿足而對父母抱怨。當然，
身教地傳遞給孩子對待物質、金錢既 為他們“五天攬月，五 洋捉鱉”了。女 學家住公寓，自己都沒有單獨的臥室， 州慘加國際科學大賽，去 DC 領獎，我 手機和電腦在她該需要的時候我們就
不揮霍無度，也不錙銖必較的 價值觀 兒在國內過生日時朋友送的都是幾百 可是她們卻背著 c 品牌的包，穿著 c 鞋 都會帶她去買漂亮的衣服，去做頭髮， 會為她準備。
。
塊錢的玩具和衣服。不過，好漢不提 。”我說：
“我們和人家一洋都不是富人 去 買 好 的 化 妝 品。女 兒 和 朋 友 去 逛
特別是這一兩年，我們對她自己
在各類子女教育論壇裏時不時地 當年勇，此一時彼一時，陪父母“洋插 ，只是每家的父母把錢 花在不同的地 mall，看電影，吃飯，如果她需要 20 塊 的花費越來越放鬆，可是她自己懂得
會看到“窮養，富養”這兩個詞，大家討 隊”
，娃也得跟著接受“再教育”
。
方。我們更願意把錢花在妳學鋼琴，長 錢，我會給她 30，回來後她會主動把 分寸，所以還沒讓我們頭疼過。
論得熱熱鬧鬧，我卻看得糊裏糊塗，一
在那段穀底的歲月裏，女兒很懂 笛，滑冰，網球，遊泳上。妳說哪種做法 剩的錢還給我。
去年暑假她去華盛頓慘加一個
直對“窮養富養”的定義不得要領。理 事地和我們一起走過來。去中國店買 更值得？”
特別是女兒上高中以後，校內校 政府部門組織的的活動，一周裏所有
論問題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不過倒 菜，她的眼睛總是被花花綠綠的小食
一次我給鋼琴老師寫支票時女 外慘加的很多活動都要花很多錢，有 費用主辦方都包了，沒有需要花錢的
是借著這個話題梳理了一下這些年養 品吸引，可是她記住媽媽說的話：
“每 兒在旁邊說：
“這真是 地方，可是我還是給她 100 塊錢。活動
“媽媽，我從四歲開始學 時我們也會私底下嘮刀一句：
女兒的經歷和體會。
次只 能挑一個，不能超過一塊錢。”在 鋼琴，到現在花了很多錢，這些錢夠買 花錢如流水啊！”可是該花的時候我們 結束 後我們全家在華盛頓又玩了幾
大女兒 5 歲時我們來到美國。那 超市裏看到喜歡的玩具她會拿起來先 一輛汽車了吧？”我笑了：
“夠買一輛寶 從不猶豫。記得 九年級女兒試著組織 天，在歷史博物館，妹妹挑了幾件紀念
時，一個博士後的工資養三個人，房租 看價簽，然後自言自語說：
“哦，太貴了 馬了。不過，看到妳在舞臺上彈琴，媽 debate club（辯論俱樂部）的時候，她 品和書，交款的時候，我一時著急找不
一個月一千塊，啥東西換成人民蔽都 ，等到降價的時候我們再來看看。”再 媽的心會緊張，興奮，激動；聽到掌聲， 對我說：
“媽媽，要加入一個全國的組 到信用卡，大女兒連忙從自己的包裏
讓我肉疼（當時一美元值八塊多人民 喜歡的她也會 放回架上。至今想起她 媽媽會特別驕傲。這些都讓媽媽感覺 織，需要交 200 多美元的會費。可是現 拿出錢。後來她又在 路邊的小店給妹
蔽）
，這些加上身 份和工作的不穩定， 當時的洋子，我的心都會酸酸的。
比坐寶馬車幸福多了。”
在還沒有幾個人，而且他們幾個都猶 妹買了一件紀念衫。我跟小女兒說：
讓我對家裏的經濟狀況有深深的不安
從小酷愛讀書的女兒童年時好
“妳不用擔心這個 “看，姐姐多好！”大女兒馬上說：
“那是
我一直都沒有富養還是窮養的 猶豫豫 的。”我說：
全感，甚至是恐慌感，恨不得一塊錢掰 像沒有幾本屬自己的新書，因為十塊 概念，也沒有為此糾結過。跟著家裏的 錢，需要交的時候我們為妳付。”儘管 媽媽的錢。”回到家後，她把剩下的錢
成幾半花。不是誇自己，我真覺得自己 錢一本的書對當時的我是一筆大錢。 收入走，跟著孩子的需要走，邊走邊把 最後 club 沒有辦起來，可是女兒知道 交給我，我隨便問了句：
“妳 買什麼了
是成功轉型的典範，由國內的 小資生 不過這并沒有影響她的成長，因為一 自己的金錢觀價值觀灌輸給孩子，這 爸爸媽媽一直在支持她。今年，她要慘 ？”她說在 Smithsonian（美國著名的國
活迅速滑入過緊日子的狀態，由曾經 到美國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最好的地 洋孩子也不會糾結，不會為物質所累。 加一個全國性 的科學學會組織的競 家博物館）買了些紀念品，是送給她的
的“上得廳堂”華麗轉身“鉆進廚房”
。 方---圖書館。每周十幾本甚至幾十本
我讓女兒知道：妳不是含著金鑰 賽。那個競賽不僅要提交書面報告，還 好朋友們的。
那時的生活圈子裏都是大學裏的博士 地借，借回來如饑似渴地讀，讀完就催 匙出生的，家裏的錢不是大風刮來的， 要交一份錄像。因為這學期的功課和
就這洋，在我還沒明白啥是窮養
後，學生，我是“從善如流”
，虛心學習 著爸爸媽媽去圖書館。就這洋日復一 每一塊錢都是父母辛苦工作掙來的。 考試的壓力特別大，女兒想要放棄。她 富養的時候，孩子就長大了。
大 家交流的省錢秘籍。我連 walmart 日，年復一年，沒有 新書的女兒卻成 我們對妳物質需求的滿足是有限度有 說：
看到關於窮養富養的討論我問
“我準備得不充分，得不 了獎，95
都不常去，專去大家口口相傳的 Aldi 了最愛讀書的孩子。
選擇的，更不會超越我們能力所及的。 塊錢的報名費肯定是白花的。”我說： 女兒怎麼看，她說：
“小孩懂事之前不
（便宜店）
，老墨店，希蠟人的店買東西
這洋的日子過了五年，隨著孩兒
我讓女兒知道：幫助做家務是沒 “95 塊錢妳不用考慮，妳不試怎麼知 該富養。”看來小時候的苦日子在她的
。不過大家的狀況都差 不多，倒也沒 爸找到穩定工作，我們有了綠卡，再後 有報酬的義務勞動。秋天掃樹葉，冬天 道自己不行？妳已經準備了，別錯過這 身上沒有成為負能量，而是讓她懂得
什麼壓力，出去郊遊，家家護護帶著茶 來我也有了工作，家裏的日子不再那 鏟雪，平時倒垃圾，推垃圾筒，在家裏 個機會。”結果她得了二等獎，對於 這 了父母給與孩子的無限的愛和有限的
葉蛋，拌涼麵，從沒想過午餐去飯店， 麼緊巴，我花錢的手也慢慢地松了起 帶妹妹，都是妳做女兒做姐姐的本分。 意外的收穫她高興得不得了。
物質之間是不矛盾的。
那真是窮樂和的日子。
來。我不再給孩子 買人家的舊衣服，
因為知道要尊重父母辛勞得來
我讓女兒知道：考試得了好成績
當然女兒的生活水準也未能幸 而是去百貨商店趕 sale 的時候買。等 ，比賽得了獎是妳為自己做的，爸爸媽 的金錢，所以她不揮霍；因為父母在金
免，跟著我們一落千丈。還記得第一次 到女兒上了初中，對穿衣戴帽有了自 媽會為妳高興，全家會出去吃飯慶祝， 錢上讓她不缺乏，給她安全感，所以她
去 yard sale（美國人的家庭拍賣）
，滿 己的想法時，我就帶著她一起去商店 可是我們不會事先懸賞，也不會事後 不會對金錢孜孜以求，錙銖必較。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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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是如何保證進口食物安全的？
（來源:僑報網）為美國人提供食物的設施， 的安全呢？
不管來自國內還是國外，都需要在美國食品藥
品管理局（FDA）進行註冊。2016 年 1 月 1 日全球 必需註冊登記
總註冊數為 207,655 家，其中超過半數，120,822
根據 FDA 網站的信息，國內和外國制造、加
家，不在美國本土。
工、包裝或儲存供在美國的人或動物消費的食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美國人吃了更多國外生 品的設施，必須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進行
產的食物？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美國食物設施為 註冊登記。不過，註冊登記或更新信息均不收費
美國消費者提供了 80%的食品。據統計，美國人 。
平均每人一年消耗的食物約 2000 磅，其中 19%，
FDA 表示，這一手段就是為了保證食品的
390 磅，來自國外。
安全。它說食品設施註冊登記將有助於判斷潛
下面是在 FDA 註冊的食品設施數量最多的 在的生物恐怖事故或食源性疾病爆發的地點和
幾個國家：
根源以及快速通知可能受影響的設施。
1.美國：86773 家
2.日本：13941 家
哪些食物需要註冊
3.法國：10450 家
>膳食補充劑和添加劑
4.意大利：10,125
>嬰兒配方
5.中國：9,667
>飲料 (包括酒精飲料和瓶裝水)
6.墨西哥：9,575
>水果和蔬菜
7.加拿大：6,690
>魚和海鮮
8.西班牙：4,688
>乳制品和帶殼的蛋
9.韓國：3921
>用作食品或食品成分的生農產品
10.印度：3455
>罐裝和冷凍食品
不過，有跡象表明，國外食物設施的數量呈 >烘烤物品、點心和糖果 (包括口香糖)
增長趨勢。那麼 FDA 如何保證從國外進口食品
>活的食用動物
>動物飼料和寵物
食品
不註冊後果嚴重
聯邦政府可以對觸
犯禁令的人提出民
事訴訟，或向聯邦法
院提出民事訴訟，起
訴觸犯禁令的負責
人，或兩種做法均采
取。
如果外國設施被要
求註冊登記而未曾
這樣做，從該設施進
口美國的食品就將
被拒絕。食品將被存

主將食品進口到美國時，無需獲得 FDA 事先批
準，只有在檢驗出進口食品不符合美國安全標
準時，FDA 才有權扣留該食品，不許其在美國銷
售。
由於進口食品增長很快，FDA 只能采取抽
查的方法，有點類似海關檢查旅客的方式，因此
，大部分進口食品沒有經過檢驗。據《華盛頓郵
報》報道，只有大約 2%的進口食品經過食品暨
FDA 的黑名單
為確保每個美國人對食品安全的知情權， 藥物管理局的檢驗，這對美國的食品安全構成
FDA 隨時公布有問題而被召回的食物名單。除 了巨大的挑戰。
此之外，FDA 還公布每月“進口貨物拒絕報告”
（Import Refusal Report）
，列出哪些國家進口到 狗糧引發的調查
美國的產品被拒絕入關，並列出理由。
據參考消息報道，兩年前發生在美國的導
比如“標簽未顯示產品中全部主要的食品 致 1000 多條狗吃了中國制造的零食肉條後死亡
過敏原”
（The label fails to declare all major food 的事件目前還未有定論。
allergens present in the product）
。
美國政府對有毒寵物食品問題的調查在繼
比如“含化學殺蟲劑”
（It contains a pesticide 續進行，有關部門宣布要增加檢查品種，其中有
chemical）
。
些品種屬於人類食品。美國食品安全專家要求
比如“貨物看來含汙穢的、腐爛的、分解的 政府強化國內食品檢查制度，以應付食品全球
或其他不適合於食物的物質”
（The article ap- 化所帶來的風險。
pears to consist in whole or in part of a filthy, puFDA 宣布，要擴大食品添加劑的檢查範圍，
trid, or decomposed substance or be otherwise 其中包括寵物食品和牲畜食品加工過程中使用
unfit for food）
。
的 6 種成份，以及人類食品中包含的添加劑。
比如，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
“食品看來含
這 6 種成份包括谷朊粉、大豆蛋白、大米麩
有食品添加劑，即三聚氰胺”
（The article appears 質、谷蛋白、玉米谷朊等。這些原料也是很多人
to bear or contain a food additive, namely 類食品中經常使用的，如面包、比薩餅、嬰兒奶
melamine and/or a melamine analog）
。
粉等。
佩特科寵物用品公司與寵物用品大賣場這
兩大寵物用品公司都說將逐漸淘汰中國制造的
中國食品在美國
進口食品的大量增加，既豐富了美國人桌 寵物食品，因為消費者對其成分是否安全感到
上的菜肴，也大大方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不安。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獸醫中心副主任特蕾
采購自己家鄉的食品。比方移居美國的華人，無
論是住在西岸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還是 西·弗爾塔對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說，自
住在東岸的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特區，也無論 2007 年以來，美國已知有 5600 多條狗因為吃了
是住在北邊的底特律、芝加哥，還是住在中部、 中國進口的肉條而患病。
弗爾塔說：
“盡管開展了深入的科學調查，
南部的亞特蘭大、休斯頓、新奧爾良等，都可以
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至今還是沒能查明這些狗患
很方便的在華裔開設的超級市場買到各種中國
病或死亡的具體原因。”
食品。
她說，患病的狗有 60%出現腸胃問題，30%
根據法律規定，在美國銷售的食品，無論是
出現腎或泌尿問題
，包括一種稱作範可尼綜合
進口的還是國產的，都采用同一標準，除了必須
符合安全、衛生 征的罕見疾病。
報道稱，對中國造寵物食品的擔憂可以追
要求外，還必須
有適當的標記。 溯到 2007 年，某些品牌的寵物食品中發現通常
食 品 暨 藥 物 管 用來制造塑料的三聚氰胺，這導致商家全面召
理 局 負 責 絕 大 回相應商品。
非營利機構“食品和飲用水觀察”的帕蒂·
部分食品的檢
驗，農業部也負 洛韋拉說，在中國，三聚氰胺被有意添加到食品
責 部 分 肉 類 食 中，以提高氮的含量，從而通過檢測。
報道稱，現在面臨的更大問題是，要不要標
品的檢驗。
記從中國進口的人用食品
。周二的國會聽證會
需要指出的是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
，食品暨藥物管
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的副主席謝羅
理局雖然負有
“美國人希望並要求得到更好的回
監 管 食 品 安 全 德·布朗說：
的重責，但卻沒 答、更明確的標識，能放心地知道從中國進口的
有 批 準、認 證、 食品是安全的。”他敦促北京對其食品安全體系
。
許 可 外 國 食 品 作出“明顯的改進”
進口的權力。貨
放在進口港，除非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或海
關和邊防局 (CBP)指示存放在其他地方。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計劃將就拒絕或扣
押進口食品頒布執行指南。此指導性文件將向
公眾發表，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將在《聯邦登
記》中出版有關其何時生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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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與西方同事愉快相處的秘訣是什麼？

（來源:界面新聞）當妳與外國同事發生沖突
時，妳們之間很可能分不出誰對誰錯。
管理學學者和人力資源專家普遍認為，中
西文化沖突帶來的管理方式差異是外國高管在
中國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
德勤亞太及中國區人力資本咨詢服務領導
合夥人王大威（Jungle Wong）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他發現中西企業管理文化的差異主要存在於
思維方式、決策方式和溝通方式上。
哈 佛 商 學 院 商 業 管 理 學 教 授 琳·佩 恩

地來到辦公室，並在老板下班後才回家 發現 80 後、90 後員工更加自由獨立、重視自我，
有更強的意願去挑戰權威。
“他們更願意表達自
。
中國人勤勞刻苦是出了名的，但除 己的意見，也更願意以自己的想法去影響領導
此之外，還有哪些方面讓外國人感受到 做決策。”另外，老一代中國企業家逐漸讓位於
第二代、第三代企業家，他們當中很多人接受過
了文化沖擊（cultural shock）呢？
王大威（Jungle Wong）發現中西企 西方教育，明白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企業文化
業管理文化的各種差異都體現在了以 轉變的重要性。
其中更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許多中國企
下 3 點。
第一是思維方式。
“中國人的思維 業正在向全球擴張業務並在此過程中雇傭更多
比較迂回婉轉，比較註重對方的感覺， 外籍員工高管：前谷歌 Android 產品管理副總裁
會考慮’我這麽說對方是怎麽想的’
，而 雨果·巴拉（Hugo Barra）於 2013 年 10 月出任小
且他們更註重結果是否和諧，是否’妳 米副總裁，前 Google Play 戰略分析師傑·曼尼
過得去，我過得去’
。”王大威說，
“中國 （Jai Mani）於 2014 年 10 月出任小米首席產品經
人喜歡從宏觀的角度談事情，西方人和 理，領導印度產品團隊；截至 2013 年，華為 15 萬
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思維比較直截了當， 員工中約 25%為外籍員工；阿裏巴巴把雲服務中
心開到美國後挖掘亞馬遜、微軟、Facebook 等知
更喜歡從微觀的角度談問題。”
王大威認為，這就是為什麽西方人 名公司的雇員，在美國已組建起 300 人左右的團
在和中國人商務洽談的時候總覺得中 隊。
“20 多年前都是外資企業談（在中國的）本
國人沒有說到點子上。
“中國人不是談
不到點子上，而是覺得要先把大道理講 地化。現在倒過來了，中國企業跑出去，對本地
化的要求是在當地的同事有多少中高層管理人
完，再去談具體問題。”
第二是決策方式。中國企業中決策 員能夠以當地人員為主。”王大威說。他認為，中
者往往沒有一錘定音的權利，很多決策 國企業的本地化可能比外資企業來到中國的本
仍然需要企業最高領導者做決斷，而在 地化發展速度更快。
西方企業文化中，決策者要對自己的決
王大威指出，為了盡可能減少企業內部的
定負全部的責任，當某項決策超出自己 文化沖擊，中國企業正在利用海外華人人數眾
的權限時再向上申報。
多的優勢招聘文化背景相近的華人海外員工。
第三是溝通方式。中國人含蓄，註 Facebook 的第一位中國員工趙海平於 2015 年加
重講話的環境和表情、動作等非語言線 入阿裏巴巴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索，喜歡點到為止；西方人開門見山，喜
然而文化沖突的問題不可避免。特別是當
歡在談話中擺出數字和事實。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需要在渠道、資源上與海外
王大威發現，他在和西方同事溝通 企業展開深度合作時，企業管理文化的整合就
如何完成一個項目時往往會進行充分 至關重要。王大威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了解當
討論，討論之後就立即按照討論出來的 地的文化，並將有適應性的中國企業文化帶去
方案執行下去。然而在和中國同事共事 當地，與之融合成一種新的文化，反而會帶來最
時，討論比較少，往往只有一兩個人發 大價值。這需要尊重、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與
聲拍板，但到了執行過程反而會出現特 價值觀。
別多的討論，一些問題要到執行過程中
佩恩教授建議外籍高管在中國建立一種以
才去解決。
人為本的工作環境：
美 國 金 融 專 家 CT·強 森（CT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公司不僅是工作的地
Johnson）於 2012 年離開愛立信成為華 方，也是一個社區，他們希望自己的老板不僅僅
為財務總監。他告訴 Wall Street Journal， 只是一個派遣任務的人或一位高高在上的管理
自己正在努力適應中國人“含蓄”的溝 者。聰明的管理者會以更人性化的方式接觸員
通方式。
工，對員工需求做出更積極的反饋。……對員工
在他來到華為最初做的一個項目 的家庭和個人生活表現出興趣在外國人看來也
中，他提出了一種新的撰寫財務報告的 許是侵犯隱私，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表
方法，然而他當時沒有意識到同事的 達尊重、做一個好老板的一部分。”
（Lynn Paine）在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撰文 “提問”不是共同探討如何改進，他們只會“反對
王大威則建議外派的中國員工/高管也要
指出，缺乏文化適應性是外籍管理者到中國後 ”
。“在西方公司，我期待我的下屬以直接且尊重 積極開拓與當地員工/高管理解交流的機會，比
面臨的最大困難，
“他們對中國市場上獨特的挑 的態度質疑我。然而在華為以及大多數中國公 如一起聚會、吃飯、組織活動。
戰缺乏應對之策。”
司，質疑就等同於一味地反駁。”那個項目之後
“我覺得人還是人，人都是重感情的，註重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授 還是夭折了。
彼此的熟悉程度。文化的融合不在於用什麽很
賽博·雷（Saibal Ray）則認為，只要掌握一些關鍵
不過國內企業也開始出現令人欣慰的趨勢 機械的方式讓他去學習和改變，而是花時間與
的文化差異，外籍管理者就能在中國取得成功。 ，王大威觀察到，中國企業管理文化正在發生改 人交往，發展關系。只憑制度、激勵、講課，是沒
他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認識到中國 變。
辦法的。這一點其實和在中國沒什麽不一樣的，
人的工作時間比西方人長很多，許多中國員工
這其中有新一代年輕員工和企業家的思維 只不過手法上有所不同。從戰術上來講完全是
認為自己應該全天候 24 小時隨時待命、會早早 方式轉變的原因。在德勤領導力調研中，王大威 一致的。”王大威對界面新聞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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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本报独家专访电影 《芳华》 原型，著名导演冯小刚战友、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女兵。四十年来
家国，她们芳华依旧，请看——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严 冰

1

苦练基本功乐在其中
反映作家严歌苓和导演冯小刚曾经
的部队文工团生活的电影《芳华》自上映
以来，引发了人们对部队文工团生活的
热议，也促成了这群散布在全国各地、多
年不见的老战友的重逢。冯小刚和杨慧
等人当年入伍参加的文工团是原北京军
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前身是 1937 年 12
月 11 日成立的、隶属于晋察冀军区政治
部的抗敌剧社，2016 年 1 月，原北京军区
政治部战友文工团转隶组建陆军政治工
作部文工团。1970年加入战友文工团的

吴宇轩

高 敏

左图 1 ：刘晓红的
军装照
左 图 2 ： 杨 慧 ( 左)
与张芸 （右） 初穿军装
时的合影
左图 3 ：原文工团
女兵正在排练舞蹈 《草
原女民兵》
吴宇轩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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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飞彩霞，草原开红花，我们巡
逻在边疆，飒爽英姿横枪跃马，胸怀万
里山河，笑迎千里风沙……”2017 年 12
月 20 日清晨，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
文化中心明亮宽敞的排练厅里，悠扬婉
转的音乐伴随着木地板上的哒哒声一
阵阵传来。循声望去，一群女舞蹈演员
正在做扬鞭催马、搏击暴风雨、跨马横
枪等高难度动作。这是“北友舞集”歌
舞艺术团的团员们正在排练舞蹈《草原
女民兵》。
“北友舞集”歌舞艺术团由李亚中
和单新宁发起，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汇
集了军内外一大批资深的专业舞蹈家、
歌唱家和优秀创作人才。在三里屯街
道文化中心的支持下，艺术团进剧场、
到城乡、
上央视、
走军营。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全国政协礼堂、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等高层次演出中，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
导人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的高度赞扬。
鲜为人知的是 ，在这群舞蹈队员
中，担任《草原女民兵》舞蹈“连长”一角
的杨慧以及单新宁、许静雯、岳丽秀、赵
雪珍、刘晓红、张芸等核心成员，是原北
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女兵，著名导
演冯小刚的老战友。可以说，杨慧等人
正是让导演冯小刚最动感情的电影《芳
华》的原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如今
舞蹈动作依旧轻盈灵动的杨慧等人已
年满五十，而 1970 年入伍的许静雯等人
已年过六十。带着对那个美好的青春
时代和文工团生活的好奇，笔者对杨慧
等人进行了采访。

郭超凯

右图：原文工团女
兵与电影 《芳华》 主创
团队在电视台做访谈后
的合影

单新宁如今担任“北舞友集”歌舞艺术团
的首席艺术指导，这位曾在《草原女民
兵》舞蹈中跳“小战士”一角的女兵难忘
当年的芳华岁月，因此决定在艺术团复
排这一经典舞蹈。
12 月 20 日上午，当笔者到达三里屯
街道文化中心排练厅时，
杨慧正和老战友
们练习《草原女民兵》，只见她眼神坚毅、
动作舒展，
举手投足之间尽显韵味。因为
个子高挑、气质优雅，当年杨慧被挑选担
任领舞，
跳
“连长”
一角。
杨慧、
刘晓红、
张芸三人均是1978年
加入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的，
而
单新宁、
许静雯、
岳丽秀、
赵雪珍四人则于
1970年加入战友文工团，
算是
“前辈”
“
。我
加入战友文工团算是机缘巧合。当时文
工团来我们学校选拔学员，
初试我并没有
参加，复试的时候出于好奇，我和同学去
围观，
结果一露头就被老师相中了。
”
回忆
起自己加入文工团的经历，
岳丽秀语气里
带着俏皮。刘晓红则在采访中回忆称，
当年，整个黑龙江省只有她和另外一名
男生被挑选加入文工团，收到录取通知
书的那一刻，
自己激动得哭了。
“在那个年代，能够加入部队文工
团，在我们心中是最神圣的事情。我们
几个都是经过肢体测量、舞蹈表演和政
审等好几个流程才成功入选的。”回忆
起自己加入文工团的经历，杨慧语气里
满是自豪。
然而，入选之后的训练生活的艰苦
却是她们始料未及的。当时，单新宁、
杨慧等学员每天早上 5 点半起床，先围
着军区大院跑步半小时，热身后练早
功；8 点吃过早饭后继续练功，学习文化
课 ；下 午 的 练 功 同 样 不 能 少 ；晚 上 19
点-21 点期间还要上自习，读《人民日
报》和《解放军报》。
“那段岁月虽然很艰
苦，但我们乐在其中。”说话的时候，杨
慧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你们看，为了这次采访，昨天我特
意找了一些老照片。我把我第一次穿
军装的照片给我父母看的时候，他们眼
泪都流下来了。”说完，刘晓红便从包里
“你看，就是这
掏出一本相册递给笔者，
张。”刘晓红指着一张照片对笔者说。
照片中的小姑娘穿着一套六五式军装，

戴着一顶绣有红色五角星的军帽，扎着
两个羊角辫，红扑扑的脸蛋，明亮有神
的大眼睛，笑容里满是对部队文工团生
活的向往。
和刘晓红珍藏着自己军装照的经
历相似，杨慧等人对军装也有着别样的
情结。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军区附近仅
有八大处公园能够拍照，这群刚穿上军
装的女孩便迫不及待地坐上附近的 347
路公交去拍照，只为将自己第一次穿军
装的飒爽英姿留存下来。

边防巡演慰问战士
对部队文工团的女兵来说，前往全
国各地慰问巡演是她们的日常工作。
云南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河北唐山大
地震抗震救灾现场、天津引滦入津工程
等地都留下了她们靓丽的身影。
1986 年 10 月，杨慧和赵雪珍等人
跟随文工团赶往云南边防前线演出。
杨慧等人一路乘坐闷罐车到达云南省
边境，一到当地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各地
演出。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文工团成员
们的生活和野战军并无两样。废弃的
简陋民居内，几块砖头再加一张木板便
是她们的床榻。尽管条件艰苦，3 个月
仅仅洗了一次澡，但杨慧等人毫无怨
言。离别之际，野战军为文工团成员们
饯行，小战士们纷纷向杨慧敬酒以表谢
意。
“ 在云南的 3 个月，我被这些视死如
归、慷慨赴义的前线战士们深深感动
了，能够为他们演出，于我而言是一种
荣誉。”回忆起刚入伍士兵们稚嫩的脸
庞，杨慧动情地说：
“这是我人生中醉得
最厉害的一次，那些战士们和我说，这
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眼泪
便禁不住往下落。”
杨慧至今回忆起烈士王建川战场
上写给母亲的《寄给妈妈的日记》，依然
十分感动：
“当巡逻的脚步送走除夕，妈
妈，我送给你这本日记。孩儿一年的征
尘、四季的足迹，全部忠实地记在这里。
当灶前的火光映红了日记，妈妈啊妈妈，
日记将给你带去多少回忆。童年的天
真，少年的顽皮，如今化作了庄严的军
礼。放心吧妈妈，我已经懂得了‘战士’

的含义。当还击侵略者的炮声震撼大
地，妈妈，请你不要把孩儿惦记，不付出
代价怎能得到胜利？战士的决心早已溶
进枪膛里，
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
1985 年夏，西藏自治区成立 20 周
年，赵雪珍、杨慧等人跟随中央代表团
到当地参加慰问演出。那年，赵雪珍
29 岁，来自苏州的她在表演景颇族刀
舞期间，发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但她
愣是坚持完成了全部动作。表演结束
后，大幕刚刚拉上，体力不支的她便晕
倒在舞台上。在后台吸了几分钟氧气
包后，赵雪珍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定
上台继续表演。
“ 中央派我们来给西藏
的部队战士表演，我们就要坚决完成任
务！”回忆起 30 多年前的经历，赵雪珍
感慨道。
巡演慰问既有艰辛，也有不少欢乐
时光。岳丽秀至今还记得当年去天津
演出的趣事。为了编排《织网舞》，文工
团安排她们到当地小渔村体验生活。
出海的时候要经过一段木板搭建的路，
大家越走，木板越斜，走在前边的几名
队员掉到了水里。
“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其中落水的
一名男演员还不会游泳。掉到水里后，
他就模仿《行军路上》中的舞蹈动作拼
命划水，划着划着，却发现其他人都在
水里站了起来。原来那里是浅海区，水
只有齐腰深。”讲到这里，岳丽秀笑得前
仰后合，兴奋地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文工团岁月温馨动人
文工团的训练尽管艰苦，但暖心的
集体让大家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许静雯在采访中说：
“ 战友文工团
就像一个大家庭，老师们就像我们的父
母，战友们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我们
刚进文工团时不过 10 岁出头，大家来
自五湖四海，老师们怕我们想家就带我
们去她们家里玩，还常把我们接到家中
吃饭，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待我们。”
或许正是文工团这种“大家庭”的
氛围，才使得当时年长她们几岁的冯小
刚可以跟这群豆蔻年华的女兵发生联
结，他曾为女兵们画肖像。
“ 他话不多，

很老实，是个勤勤恳恳做事的人。”刘晓
红回忆起文工团时期京剧团舞美队的
冯小刚。
“ 我对他的印象是性格比较内
向，但很幽默，虽然平时不太爱讲话，但
是讲出话来经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一旁的许静雯补充道。
文工团的生活虽然是练功房和寝
室的两点一线，但是她们也会忙里偷
闲，十三四岁花季少女们的小心思，她
们都曾有过：她们会在寝室修改宽松的
军装裤，会用热水将融化了的巧克力涂
在嘴上当作口红，会偷偷擦珍珠霜，会
围着一台“砖头式”录音机一起听邓丽
君的歌……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连缀勾
勒出她们美好的青春时代，也成为她们
记忆中最为珍贵的时刻。
“每个月老师都会让我们称体重，
看我们长胖了没有”
“ 我们团里有个规
定，25 岁之前不许结婚”
“ 哎呀，我又想
起了一件事儿……”她们你一言我一
语，笑声不断。休息室内洋溢着轻松温
馨的气氛，不知不觉间 2 小时的采访接
近尾声，众人依然滔滔不绝地追忆着当
年的趣事，意犹未尽。
20 世纪 80 年代，单新宁转业到中国
电信，许静雯转业到原铁道部，张芸转
业到湖北电视台，而岳丽秀留在文工
团，直至退休。
尽管此后散布各地，但众人依然联
系不断。午间休息吃饭时，张芸还和远
在美国的儿子视频通话，并给他逐一介
绍杨慧等一众战友。
从豆蔻年华到中老年之境，40 年
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回忆起自己当年
在部队文工团的青葱岁月，杨慧等人依
然记忆犹新。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
“ 人的一生只
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文工团
的女兵们，形象美、舞蹈美，但更美的是
那个青春年代里，她们鲜活的情感、美
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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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 2017聖誕新年答謝酒會晚宴
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2017
聖誕新年答謝酒會晚宴
暨聯歡晚會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盛大舉行
(泉深／供稿) 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和美南國際
貿易中心理事會主席李蔚華先生和夫人朱勤勤女士於 2017
年 12 月 20 日晚上 6 點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二樓會議大廳張
燈結彩、準備美酒佳肴，舉行聖誕新年答謝酒會晚宴暨聯歡
晚會，感謝大休斯頓地區各界人士長久對集團和國際貿易中
心的關照和支持，共同伴隨著集團和國際貿易中心的成長，
並一起在大休斯頓地區創造了許多不可能，獲得了顯著成就
和 贏 來 了 許 多 掌 聲 。 匈 牙 利 駐 休 斯 頓 總 領 事 館 Phillip
Aronoff 總領事，斯裏蘭卡駐美國大使館 Bandula Wijay 大
使，埃塞俄比亞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Gezahgen Kebede 總領
事，越南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Truong Thuy Linh 總領事以及
多個國家駐休斯頓總領館負責人和駐外政府官員，大休斯頓
地區政商名流，大休斯頓各族裔的僑界領袖和媒體記者等二
百余人出席聖誕新年答謝晚宴暨聯歡晚會。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致歡迎辭，他說組織一年一度的大型
聖誕新年答謝酒會晚宴暨聯歡晚會是因為美南新聞電視傳媒
集團成立 38 年來見證了大休斯頓地區的不斷發展和壯大，
突破了以亞裔為主體慶祝新年的社區活動範圍，答謝晚宴邀
請多個國家和多元化族裔的加入，吸引了美國主流社會的目
光，成為弘揚中華文化，讓美國人了解中華文化的窗口。豐
富的文化活動也極大的增強了華僑華人的凝聚力與歸屬感，
讓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族裔的民眾都能感受到中
國文化的魅力。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一直用實際行動傳遞
著中華文化，服務華人社區，豐富華人生活 ，團結海外華
人，捍衛華人的權益。李董事長在致辭中表示，他 40 年前
移民美國，是美國給了他機會，才有今日的蓬勃發展。他也
提及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的兩大宗旨， 「文化推廣與商業貿易
」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支持讚助本地多達 7000 個中小企業
運作，提供經濟服務，促進經濟發展；另一個重要宗旨即是
社區服務，光是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就有 6 個商會組織，除了
希望能帶動商業交流外，也藉由社區服務。近年來休斯頓經
濟越來越繁榮，吸引許多外商投資，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也不
斷地發展壯大，達到多元族裔文化發展理念，能幫助許多有

意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提供各項資訊服務。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的創新項目如美南新聞高地健康產業也在不斷立項實施，
取得新的成就。李董事長感謝大休斯頓地區社會各界幾十年
來對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的大力支持，祝各位嘉賓和代表
聖誕與新年快樂！
埃塞俄比亞駐休斯頓總領事館 Gezahgen Kebede 總領
事、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的友好朋友
、Small Business Publisher Levine 夫婦也在酒會上致賀辭
，恭祝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蒸蒸蒸日
上，不斷地擴大在休斯頓乃至全美的影響，更多地吸引外商
來休斯頓投資，為社區提供各項咨詢服務，為社區的文化交
流和經濟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聯歡晚會由金諾威、姜晗、董革主持。答謝酒會晚宴暨
聯歡晚會邀請到朱蕓欣、Angel Liu、 Becky Zhu、周棣棣
、Yronne Zhao 擔任禮儀小姐，負責接待工作。周潔曉慧舞
蹈學校選派優秀舞蹈少年 Rachel Li 表演獨舞《Dai Girl》，
Sara Guo, Annie Zhu, Shirley Zhu 表演三人舞《Blooming
》。＂文化中國.水立方杯＂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頓
分賽區冠軍歌手陳涵林演唱《Someone Like You》, 《Do
You Have》，伴奏李宏林，徐偉毅。歌手劉春池演唱《我
愛你中國》，《瑪依拉變奏曲》。＂文化中國.水立方杯＂
海外華人中文歌曲大賽休斯頓分賽區季軍歌手亮亮演唱
《Have Yourself a Merry Christmas》, 《Joy to the world
》。歌手遲晶達演唱《我怎樣去愛你》。歌手王宇演唱《桃
花紅杏花白》。最後由休斯頓民樂團演奏《平安夜》，《鈴
兒響叮當》，《步步高》，《喜洋洋》後宣告晚會結束。快
樂的舞步舞出絢麗新姿，優美的音符迎來聖誕新年！
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和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專門準備了
各種各樣的聖誕禮用於抽獎，幸運嘉賓獲獎後手捧獎品，喜
氣洋洋。答謝酒會晚宴和聯歡晚會期間嘉賓邊享受美酒佳肴
，邊欣賞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表演，邊暢談商貿發展和合作
交流的契機，渡過一段歡快的美好時光，送上聖誕和新年的
美好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