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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如上戰場

開賣 2 天 16 人出價！
一房難求！
如今，一場
“搶房潮”
正在席捲美國，買房子
的難度越來越高。同時看上一套房子的人越來
越多，不加價基本不可能拿到手。
與此同時，每個月開工建造的新房數量還
在不斷下滑，買房如上戰場。誰曾想到，在中國
大部分城市都上演過的
“一房難求”
，竟蔓延到
了大洋彼岸。
今年 2 月份，美國邁阿密的一位女士連續 6
次競價失敗後，在加價 7000 美元後終于買到了
一套總價為 30 萬美元的房子。
曾經她看中的一套房，開賣不到兩天，就有
16 位買家出價。其實不僅僅是邁阿密房產，整個
美國都是如此。
據 Zillow 的統計，2017 年全美售出的房屋
中，四分之一的房產成交價高于最初的標價，這
中間的平均差價達到了 7000 美元。最直接的原
因，就是美國房子不夠用了。
近幾個月來，美國接連發出房屋短缺的預

警信號。
截至 2017 年 12 月，美國新屋開工量
已經連續 35 個月下滑，全美待售房源庫
存下降了 10%。而且價格越低的房子，房源越少
。
Zillow 的統計顯示，截至 2017 年底，全美範
圍內房價排在後三分之一區間的市場中(主要吸
引預算有限的首次購房者和年輕家庭)，房屋庫
存同比下跌 17.7%。
最新的數據也顯示，美國 2 月新屋開工環
比下跌 7%。新建住宅開工量跟不上來，就連政
府批准的房屋數量也在下降。
今年 2 月新批准的開工數也比 1 月份下跌
5.7%，為 2017 年 2 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土地和建築成本上升，住房政策縮緊，建築
勞動力短缺，市區土地供應不足，都是造成美國
這場房屋大危機的幕後推手。
自 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土地和建築成
本大約翻了一番。美國住房建築商協會統計，自
2011 年 以 來，美 國 住 房 的 監 管 成 本 增 長 超 過
30%，成為壓在建築成本上的一座大山。
為此，很多建築商從普通住宅中獲得的利

12043

军/Chief Editor: Jun Gai

網址：www.scdaily.com

潤也被壓縮，他們不得不多去接一些利潤更高
的高端房產建築訂單。
這樣一來，價格稍微便宜一點的普通住宅
的建築量大大下滑。房源緊缺、建房速度慢，給
美國房地產市場帶來了新的一輪漲價。不止房
價，美國房租也在不斷攀升。
Zillow 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17 年美國約
有 4300 萬租房者，他們在租房上花費 4856 億美
元，比 2016 年增加 49 億美元，創歷史紀錄。截至
2018 年 1 月，全美租金中位數同比上漲了 2.6%，
達到 1441 美元/月。
房價和租金齊飛，會給投資者帶來無比豐
厚的回報。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對投資者的態度
也是公平的，外來投資者購房的政策和當地居
民的購房政策是一模一樣的，所以一直以來投
資者都偏愛美國房產投資。
如今，美元大幅貶值，正是去美國買買買的
最好時候。如果你對海外房產投資感興趣，就要
抓住這個機會趕緊下手了。
來源：房天下美國房產網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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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前請先瞭解自己的財務狀況
成本、搬家費、裝修費、頭幾個月的抵押貸款費用和建立緊急基
金。
讓我們來分別說明一下：

首付
根據你的信用評分、抵押貸款利率和當前的財務狀況，首付
款占總房價的比例可以從 3.5%到 20%不等。Brightwater Financial 創始人兼注冊會計師德魯斯（Cathy Derus）建議你將首付款
的比例設置為 20%左右，因為他可以讓你立即擁有更大份額的
所有權。
她對 CNBC 指出：
“這樣做會降低你的月付金額，你也能得
到一個緩衝。如果住房價格下降，而你需要賣掉自己的房子，
那麼如果你擁有更多份額的所有權，你就不會遭遇如此多的
損失。”
對于許多人來說，買房意味著美夢成真。但這也是一項巨大
的財務負擔，並不是每個人都做好了準備。
你如何確定需要多少儲蓄才能買下一間房子？
首先，弄清楚你想要在哪裏生活。越符合你理想之地的地方
就越好。Beyond Your Hammock 創始人兼理財規劃師羅貝熱
（Eric Roberge）建議你問自己以下四個問題：
‧我想住在城市還是郊區？
‧我可以接受與鄰居挨著住，還是想要一棟獨立式的房子？
‧我對上下班的通勤時間敏感嗎？
‧去我正常的目的地時我想要開車、坐火車還是步行？
羅貝熱表示：
“這些問題將幫助你縮小符合你期望的地區範
圍。”
接下來，根據你目前的收入、開支和未來的目標，算下你能
夠負擔得起多少價位的房子。請記住，也許你能負擔得起更大空
間的房子，但這並不意味著你一定需要這麼大的房子。
羅貝熱建議你調查在自己鐘意的街區裏的住宅平均價格是
多少，然後將這個數字乘以 20%：相當于你的首付。你需要多少
個月才能省下這筆錢。
羅貝熱認為：
“確定了能支付房款 20%作為首付的能力，這
將給你一個框架，來幫助你決定是否有可能在這個社區擁有一
間房子。”
為了真正負擔起一間房子，你不僅需要拿出一筆首付款。最
終，你將希望自己能夠有力地承擔這六方面的費用：首付、成交

成交成本
成交成本包括檢驗費、財產稅和預付利息，通常相當于總房
價的 2%至 5%。

搬家費

不要忽視將新房改造家所需的成本。除了你本來就有的家
具以外，購置其他家具就會帶來立即的成本。你需要新的家具來
填補更大的空間嗎？你想要在搬進來時對房子進行裝修嗎？
羅貝熱認為：
“如果你的家是全新的，那麼你肯定會添置東
西。每個人都想要讓家感覺溫馨和舒適，所以人們經常會在搬入
新家後添置家具。”

抵押貸款
在購房之後的頭幾個月，你能否輕鬆就好償還抵押貸款？德
魯斯表示，有些貸款方需要額外的現金儲備來證明你有能力還
款。但即使沒做要求，你最好也要準備好這筆現金。
他稱：
“如果在購房後的一個星期，你所在的公司破產了然
後你失業了，或者發生類似的事情該怎麼辦？你會想要確保自己
留出了額外的錢，來以防萬一。”你也應該將稅款和保險費納入
這項準備。

維修與保養費
你的房子有可能在你搬入時還不完美。無論是添置圍欄還
是除去客廳裏亮黃色的油漆，你都將需要準備好錢用于維修和
保養。
德魯斯指出，房主每年的維修和保養費用會占到房屋價格

的 10%至 20%。這包括預期成本，例如按揭還款、保險、水電費、
稅費以及維護費用。同時也要為非常規開支做好現金儲備，例如
更換漏水的屋頂或安裝安全系統。

緊急基金
選擇買房通常意味著你已經完成了主要的儲蓄目標，所以
注意賬戶的資金使用情況是正常的。但你還應該設置一個單獨
的經濟基金，向裏面存上三到六個月的生活費用。
如果買上一間房子意味著會清空你的整個儲蓄賬戶，那麼
你可能需要重新考慮你現在是否真正負擔得起買房。
將所有這些成本加起來可以讓你得出一個大概的數字，即
你需要存上多少錢才能夠負擔得起買房。德魯斯表示，請記住，
不要讓這個數字超過你年收入的 25%至 30%（此處並非指總房
價，指每年的開支）
。
如果你算了一下，發現自己只能勉強負擔這個數字，那麼你
應該再考慮買房的事情，直到你處于一個更穩定的財務狀況。
羅貝熱認為：
“如果你買房是因為這是一項很好的投資，或
者覺得租房浪費錢，又或者覺得自己長大了需要換一種生活方
式。那麼這些都是情緒決定，不是一個對自己財務負責的人應該
做的行為。”
記住，規劃未來很重要。在進行任何重大的購買行為之前，
請始終要評估你的個人情況，並為你和你的家人做好打算。
羅貝熱表示：
“要聰明地使用自己的錢，所以你應該先選擇
合理地租房，並繼續儲蓄和投資以實現未來的目標。打破平衡或
者超支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可行的解決方案。”(文章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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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美國商業地產 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
這些信息一定要掌握！
！
產物業貸款，業主可以貸款高達七至八成，隨著租金的上調，業
主可以進行重新貸款，然後再投入到相同的類似物業當中去，因
為高品質的租戶和穩定的租金收益，適度使用杠杆可以使資產
價值倍增。

3. 對抗通貨膨脹風險(Hedge on Inflation)
很多 NN 和 NNN 的租約，租金在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長的
租約結構中上升非常穩定，不受經濟大環境因素影響，隨著租金
的穩定上漲，物業的價值隨之提升。

4. 有效的避稅(Maximizing Tax Benefits)
美國幅員遼闊、土地成本低廉，但是寸土寸金的地方比比皆
是。從商業地產專案考察的角度看，必須更相信自己體驗到的景
象，因為它更具體、更接地氣。
商業地產機會遍布在全美的各個角落，出門旅行深入美國
腹地，您會發現一個不一樣的美國。
不要只相信媒體報導出來的資訊與資料，當做評判商業項
目的唯一投資依據。一般美國的的商業地產投資者，每到一處都
會評測“目標地產專案”周圍的發展環境，同時也對那座城市人
口增長、收入、就業率進行分析，並對其街道的商業布局仔細觀
察。
雖然，某些城市大型店面不斷地關閉，小型零售店面沒落的
感覺，但你還是可以感受到有些城市的人口不斷在增加，嶄新寬
敞的街道，不斷湧入城市時尚的年輕人，更有大型的購物中心已
經在成為 Big Box（大盒子）上面開工，新建的住宅開始在先前荒
蕪的土地上拔地而起。
商業地產價值和土地本身價值完全是兩個概念。商業地產
的估值主要反映這塊物業的商業價值。土地上面如果沒有商業，
單憑土地的價值而言，會和有商業價值的物業差距在五到十倍
甚至更多，而且同一地段間的物業因為承載的租戶品牌、租約、
租金的不同，其價值亦可以差數倍。
美國商業主要有幾個類型：綜合商業體、購物中心、零售、寫
字樓、工業倉儲、酒店、出租住宅等等類，而商業地產和民用居住
型地產又大不相同。
民用住宅地產的價值，主要是和周圍的民用地產相同類型
進行比價，是根據具體物業的條件評估價格，因其地產價值的高
低和所在區域，及整體經濟相關；而當商業地產價值完全是從投

資回報(The Income Approach)的角度來定價，那麼出租物業的
淨租金((Net Income)就顯得非常重要，它往往是評估地產價值
的核心元素。
在美國，商業地產通常按照 Cap Rate (Capitalization Rate)
，也就是投資回報率 NO1(The Ration of New Operation Income)

商業地產稅中有很多開銷成本可以分攤抵稅或延稅，比如
說管理費用攤銷、利息抵稅、物業折舊費抵稅、資產轉換升級延
稅等方式，物業通過交易置換滾雪球式發展，以延遲交稅的方式
把資產規模擴大。

來計算商業地產價值。
5. 價值遞增(Asset Value Appreciation)
通常出租回報率(Cap Rate)通常在 4%到 9%之間（這裏泛
物業除了有穩定的收益，還通過逐漸增加租金的方式來使
指那些知名品牌和信用評級比較好企業，也有一些小型的購物
物業價值遞增，與其他行業的收益比較，美國商業地產的價值穩
中心，回報可以達到 12%或更多，但信用、可持續營運水準都不
定上升是備受投資者推崇。
穩定）
。
具備了以上投資地產的概念之後，再加上自己親身敏銳的
而商業地產它本身是一項基于物業的一項商業投資行為，
堪察，你就會總是增加投資回報率。(文章來源：網絡)
其回報率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通過投資商業地產行為，大致可以
獲得以下幾種受益方式包括：

1. 正向投資回報收益(Positive Cash Flow)
其投資回報率穩定，而且按照租約結構逐年遞增，我們可以
稱為被動收益(Passive Income)，也就是在地產出租後，不需要
處理太多物業中的瑣事，相對比較輕鬆，只要收取租金就好，但
很多業主忽略物業專案的管理，如果物業項目運營不佳，這就增
加了續約的風險，所以最好要定時評估物業專案的營運情況。

2. 使用杠杆式達到資產倍增效應(Using
Leverage to Multiply Asset Value)
貸款公司傾向給有實力的企業(擁有固定租戶)簽訂租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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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 10 大宜居城市房價如何？
10.加州，聖荷西市（San Jose）

7.華盛頓州，西雅圖（Seattle）

人口：1898457
房價中間值：777600 美元
人口：3557037
年收入中間值：75770 美元
房價中間值：362468 美元
毗鄰矽谷，聖何塞“統領著”矽谷就業市場 年收入中間值：59130 美元
和年收入水平。聖何塞建設方面也很出眾，在
作為亞馬遜，星巴克，微軟等商業巨頭的
100 個發展程度上榜大都市中，聖何塞高居第四 “大本營”
，毫無疑問，西雅圖是就業市場為發達
名。但是高質量的教育水平價格同樣不菲-聖何 的大都市之一。一直以來，西雅圖都是那些科技
塞市是全美貴的的城市之一。雖然平均工資水 領域人士所追逐的理想勝地，也是理想城市
平相對更高，但生活開所占比重相對更高。
Top10. 毗鄰普吉特海灣（Puget Sound）,東部靠
近山區，一年四季西雅圖市都是游客們的炙手
可熱的選擇。
9.加州，舊金山（San Francisco）
人口：4466251
6.愛達荷州，博伊西市（Boise）
房價中間值：646250 美元
年收入中間值：69350 美元
人口：639616
發展蓬勃的就業市場，以及高薪資，舊金山 房價中間值：232500 美元
和技術行業聯繫緊密，也使其成為新興企業和 年收入中間值：41550 美元
職場新人競相追逐的熱門城市。在 100 個受調查
作為愛達荷州人口多的城市也是 100 的都
的喜愛的城市中，排名第七。一些位于舊金山的 市中安全的城市，據 FBI 統一犯罪報告數據顯示
學校也踏入全美的學府行列，讓舊金山成功入 ，其暴力犯罪和財產犯罪是上榜城市中的。雖然
圍全國發展水平前四強。不過，有得亦有失，舊 比大多數前 20 的上榜城市面積要小，博伊西市
金山生活開銷大，可支配收入也相對較低。
是 Top 10 上榜城市中失業率，也是消費水平的
幾個城市之一。

8.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
人口：5863608
房價中間值：375700 美元
年收入中間值：65890 美元
華盛頓作為美國首都，其就業市場位列第
三，緊隨聖荷西和舊金山之後。華盛頓人民收入
中間值也是位列第三名。不用多說，雖然華盛頓
也是生活開銷較貴的城市之一，其的發展水平
也很不錯。但不得不說的是，在 100 個被評估城
市中，華盛頓也是通勤時間第二長的城市。

5.科羅拉多州，科泉市（Colorado
Springs）
人口：669070
房價中間值：221725 美元
年收入中間值：46520 美元
科泉市並不是科羅拉多州中擠入前五的城
市之一。雖然在 Top10 的城市中，外來人口增長
是的，科泉市是物價水平，這也使得科泉市的居
民年收入中間值比其他城市相對更高。

4.北卡萊羅
納州，羅利杜罕都會區
（Raleigh-Du
rham）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州立，北卡教堂山以及這裏十多所已經成
為眾多學生學者的交流，被譽為”研究三
角區”
。在 Top10 的城市中，羅利-杜罕也是
人口增長第二快的地區。

3.阿肯色州，費耶特維爾
（Fayetteville）
人口：483396
房價中間值：177200 美元
年收入中間值：42410 美元
費耶特維爾市在城市價值榜單中，
奪得頭魁。也就是說，于平均水平相比
較而言，該市是物價水平為低廉的。作
為一項重要的評標評估人民生活質量，當地人
們上班通勤時間短，這也讓費耶特維爾擊敗了
Top 20 中一些更繁華的城市。同時，作為阿肯色
和沃爾瑪的總部所在地，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統
計，費耶特維爾也成為阿肯色州人口增長迅速
的城市。

發展自己新的事業。在的城市排名榜單中，丹佛
市排列第四，也是全美就業市場發展為健康的
城市之一。其居民年收入也超過平均水平，比一
些花費更高的城市如奧斯汀，羅利-杜罕，西雅
圖等城市收入中間值更高。
(取材美房吧)

2.德克薩斯，奧斯汀
（Austin）
人口：1835016
房價中間值：240000 美
元
年 收 入 中 間 值：48150
美元
自 2010-2014 年間，
作為德州，奧斯汀市近
些年人口達到 9%的增
長。此外，一些科技新興
企業以及就業市場的快
速發展，作為影視音樂
互動大會（SXSW）的東
道主，每年都會吸引一
大批年輕的一代前來。
與適合居住城市榜單中
位于首位的城市相比，
奧斯汀與的城市差距甚
微，差距不足百分之一。

北卡萊羅納州，羅利-杜罕都會區

人口：1714629
房 價 中 間 值： 1.科羅拉多州，丹佛
215730 美元
市（Denver）
年收入中間值：
人口：2651392
50310 美元
房價中間值：301300 美
正是由于
元
杜克全國及地
年 收 入 中 間 值：53060
區健康體系評
美元
級受到廣泛認
丹佛市又稱裏高城
可，羅利杜罕都
（The Mile High City，因
會區擁有醫療
為其海拔正好為一英里
衛生質量高，十
）也是一個快速發展的
分便利。除了杜
科技，一些百萬富翁們
克，北卡萊羅納
把目光投到了這裏開始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

1. 黃金花園公寓出租，3房2浴，大客廳，月租$13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花崗石臺面。僅售
$549,000.
3. 糖城, 二層樓大洋房與獨立辦公室， 5120尺, 花園， 網球場，多停車位
，僅售$900,000
4. 密書裏市，二層樓漂亮大洋房， 5房，4 浴，三車庫，僅售$299,500
5. 近中國城，二層樓洋房, 3房，2.5浴, 僅售 $165,000, 好房客，投資良機。
6. Montgomery區，住宅土地，湖邊，鐵門，高級社區.
7.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租$0.58，
可立即搬入。
8. 大休士頓區，多種房型出租屋， 歡迎來電詢問

Mei Tan

陳太太

(國,台,英語)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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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地產
住家﹑
商業﹑
投資管理
以下好房哈維Harvey都沒淹水:
1) 糖城名社區洋房, 4仠呎5房/3.5浴, 漂亮樣板房戶型,
$42萬, 房子地勢高, 哈維連街道也沒淹.
2) 城裏房子全翻修,漂亮可愛, 3房2浴+書房,近百利市/醫
學中心,交通便利
3) Katy熱門區美房, 近湖邊, 3560呎,4房3.5浴/書房/GR/賣
44.9萬, 租$3200,交通便利.
4) Katy好區美屋, 3仠5呎, 5房/3.5浴/書房/GR. 格局好看
MeiMei Ou
實用.交通方便.
5) 西北區洋樓, 2500呎/4房/2.5浴.近Exxon/45/99號,交通
超方便, 僅26萬
經驗豐富(20 年)

獲獎經紀人

281-787-9300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賣房高手

281-468-6368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低費貸款
重新貸款
手續簡單
最佳利率
信息保證
無費貸款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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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10 大華人喜愛城市
買房可以選這裏

A5

及沙漠都距離不遠。許多人喜歡來此度假旅游， 8.波特蘭
除了衝浪、賞鯨、游泳、航海等海上活動以外，拜
波特蘭位于美國的俄勒岡州，風景秀麗，是
訪附近的高山和沙漠也是很好的戶外活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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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爾灣/新港灘
5.聖何塞
濟中心，關鍵是這裏的生活開銷也很低。波特蘭
新建的爾灣建市大
聖何塞也就是舉世聞名的矽谷所在地，是 市南部坐落著俄勒岡州立大學，是美國最著名
約只有 30 年，但卻是很 加州第 3 大城市。這已經是第五個入選最適合華 的州立大學之一，由林肯親自主持建立，學術聲
多人期望的歸宿地了。 人移民的加州城市了，也是北加州灣區的重要 譽極高。波特蘭大約有 10 萬華人，這裏的中文學
這個位于加州南部橙縣 組成部分。這裏的文化非常多元，華人在政治、 校也很多。
的城市擁有 17 萬人口， 經濟和文化上有自由伸展的充分空間，生活上
其中將近 30%的居民為 也十分方便，當地的中文電視臺每晚都播放著 9.奧蘭多
亞裔。都市規劃優良，華 中文新聞和電視劇。很多來自大陸和臺灣的華
佛羅裏達州中部的奧蘭多是比較典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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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近海而且氣候怡人，擁有加州出名的陽光 人新移民更多的不再從事餐飲等傳統行業，而 小型城市。這裏雖然沒有大都會的繁華熱鬧，但
人口的 36.9%；其次是紐約，華裔人口占總華裔 。這個新興城市的投資和就業前景十分廣闊，政 是在矽谷的高新技術領域大展身手，他們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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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的 16.9%；新澤西州，占 4.4%；德州有 12 萬多 府管理與服務完善，治安狀况良好。另外，加州 處也多選擇在矽谷附近的別墅群裏。
大學爾灣分校等優秀學府就座落于此，校內華
人來到這邊直呼吃穿太便宜而不習慣！
人，占 4.2%；華盛頓州有 8 萬多人，占 2.8%。
奧蘭多是世界上最好的休閑旅游城市之一
華人在美國的居住很有規律，主要是集中 裔很多。諸多有利因素成為包括華人在內的各 6.西雅圖
一部《北京遇上西雅圖》不僅炒熱了西雅圖 ，氣候溫和，市區可見眾多湖泊，街道非常乾淨，
在加州、紐約和大都會城市。加州的華裔人口有 國人士移居到此的主要原因。
的旅游路線，也帶動人們對西雅圖移民的關注。 還有藝術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各種主題公園等
110 多萬人，占總華裔人口的 36.9%，紐約州華裔
3.舊金山
西雅圖是華盛頓商業和文化的首府，是美國太 。如果你買房話，奧蘭多升值空間也很大。
人口為 50 多萬人，占 16.9%。
舊金山，淘金熱把第一代華人帶到海外，目 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距離溫哥華只有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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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也是海外華人居住密度最高的都市之一。舊 多公里。實際上，自 2008 年西雅圖開通直飛中國 10.波士頓
金山 80 萬人口中，20%是華人，這在美國城市人 的班機開始，到 2009 年，原任華盛頓州州長的駱
1952 人。
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靠山又臨海，這裏也
家輝先生出任商務部長，西雅圖的知名度和投 是全世界高等院校密度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
馬薩諸塞州有 5 萬多人，占了 4.6%。新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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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熱度就開始越來越高。雖然國際性的大公司 許多知名研究機構、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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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多元的城市的另一個面向。舊金山是美國 像是微軟和波音公司等為這個地方帶來無數財 所在地，高質量的教育是吸引各地的移民和留
西東北地區來自中國大陸移民數量為 55 萬多人 最漂亮的城市，坐落在一座狹長的半島上，邊緣 富，西雅圖當地居民的生活仍然非常悠閑。
學生的重要原因。
西雅圖是華盛頓州最大的城市，也是美國
，舊金山–奧克蘭聖荷西地區有 50 多萬人，洛杉 有崎嶇不平的海岸線及寧靜的港灣，還有現代
波士頓有著眾多的常居華裔人口，以及規
磯–長堤–河邊地區有 45 萬多人，大華府地區 化的大厦、沿著陡峭的山丘而蓋的二層樓連建 太平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2013 年 7 月被評為美 模位列全美前三名的唐人街。在眾多身份構成
住宅，以及朝氣蓬勃的市場和購物中心。舊金山 國發展速度最快的主要城市，這裏有微軟、波音 複雜、生活參差不齊的中國城中，波士頓的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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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唐人街規模很大，使得華人在這個地區政治、 、亞馬遜、星巴克等國際性大公司。
街是美國十大唐人街之一，是美國各城市的唐
另外，西雅圖有“翡翠之城”
（Emerald City） 人街中管理得最整齊一個，相對來說華人的生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2006 年的美國社區調查， 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雨城”
、
（Rainy City）
、
“常綠之城”
（Evergreen 活水準也是比較好的。
舊金山唐人街在北美所有唐人街中歷史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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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久，在北美華人移民中占據重要位置。舊金山 City）等美譽。西雅圖附近有面積廣大的河流、森 (取材美房吧)
唐人街也是一個著名的旅游景點，吸引了許多 林、湖泊和田野，在這裏整年都可以進行帆船、
24.3%
滑雪、騎車、宿營和徒步旅行等活動。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旅游者慕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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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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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聖地亞哥

7.紐約

聖地亞哥位于美國西南方底端，是一座別
紐約這一世界級大都市是全美
有風情的城市，也是加州第二大城和美國的第 華人最多的城市，也是最多元化的城
八大城。它的城市圈目前有大約 300 萬人口，據 市。據 2010 年統計，紐約海外華人人
推測現有華人不會少于 10 萬。
口超過 68 萬，是亞洲以外華人最多的
儘管來聖地亞哥華人的早期數量不多，但 地方。紐約市內唐人街不止一個，繁
近年成長迅速，十年翻了一番。聖地亞哥作為生 華的曼哈頓華埠、布魯克林華埠和法
物製藥與無線通訊等高科技產業的重鎮，是全 拉盛華埠，都使人感覺置身于地道的
美科技產業發展最具活力和特色的地區之一。 華人世界。
紐約也是各國移民的最主要選
前幾年美國參議院通過排華法案道歉案，使華
擇，移民人數超過洛杉磯和邁阿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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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被譽為世界文化之都、購物天堂
這裏投資、工作，成為他們生活的風水寶地和安 ，同時教育水平也相當發達。
家首選。聖地亞哥鄰近墨西哥邊界，海灘、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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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很忙，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
這些 App 一定要收藏！(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忙於生活工作中各種事情，快要崩潰了，這 11
個 App 能夠拯救你。它們能夠讓你的生活變得簡單順暢！
一起來看看吧！
1.Wunderlist
Wunderlist 是一個任務管理 App，能夠幫助你管理生
活中各種事情，不管是買菜還是辦婚禮。你可以 share 你的
to do list 到你的任何設備上面。也可以設定 due dates 來提
醒自己，並且非常容易查詢。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Windows，Kindle Fire
2.Pocket
很多時候手機或者社交平臺上都會彈出讓你感興趣
的新聞或者文章，但是你當下沒時間閱讀。當你有時間讀
的時候已經找不到這篇文章了。Pocket 就讓你在看到有
興趣的文章/視頻時，能夠方便快速下載這些文章視頻，
等你有時間的時候再讀。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Kobo
3.Slice

網購能幫我們節省時間，但追蹤包裹卻常常讓人覺
得很麻煩。Slice 能夠幫我們解決包裹追蹤的頭疼。Slice 可
以自動抓取 email 中的 tracking numbers,在地圖上顯示包
裹所在位置。它也能夠保存你的賬單，追蹤你的預算。這
是網購達人必備的 App！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4.Todoist
這是又一個任務管理 app。它能夠提醒你的任務完成
時間，也能讓你很好的安排任務。福利：它有 24/7 系統同
步設置，所以即使沒有網你也可以使用這個 app.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5.Do It (Tomorrow)
這個 APP 可以讓你 check 每天的任務是否完成，並且
能夠把未完成的項目自動推到明天。不會 Mess up。
價格：$2.99
系統：IOS, Android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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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很忙，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
這些 App 一定要收藏！(下)
6.Awesome Calendar
這個 App 也有自動同步功能。它可以文字記錄，
添加照片，查天氣。
價格：$6.99
系統：IOS, Android
7.Asana
這是一個方便 teamwork 的 app。讓你可以自由
和你的同事 share 信息，也可以評論，分享照片，設定
deadline.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8.Focus Keeper
這是一個幫助你集中注意力的 app。你可以自己
設定集中注意力的時間，也可以設定背景音樂和時
間。它會自動記錄你的注意力集中狀態
價格：$1.99
系統：IOS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9.Triplt
每一個 traveler 都應該擁有的 app。它能自動記
錄 itineraries，在 offline 情況下也能夠找到目的地，甚
至可以把你的行程分享到朋友圈。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Windows Phone
10.AroundMe
這個 App 簡單粗暴且非常棒，是生活服務好幫
手。不管你想 nearby 找吃的喝的玩的還是想找加油
站，都能輕鬆搞定。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Windows Phone
11.Habit List
如果你不擅長設定目標，這個 app 可以幫助你
設定目標追蹤完成情況以及明確今日目標。
價格：$3.99
系統：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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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美華裔老人
更愛獨居 更有歸屬感

【來源:中新網】
中新網 10 月 27 日電 據美國
僑報網編譯報導，科研領域新興
新聞網站 Phys.org 當地時間 26
日報導，一項研究表明，舒適的
居住環境和遠離成年子女獨自
居住讓美國的老年華裔移民更
能找到家的感覺，生活滿意度也
會更高。
喬 治 亞 州 立 大 學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國際長期護理
董 事 協 會 (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ong Term Care Directors)以及陝西師範大學的研究
人員發現，為老年人制定的良好
社會政策，如醫保(Medicare)、醫
療 補 助 (Medicaid)，低 收 入 住 房
以及社會服務等是讓老年移民
在異國他鄉找到歸屬感的重要
因素。這些研究成果已在《跨文
化 老 年 學 雜 誌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上
發表。
“亞裔美國老人這一少數族
裔得到的關注很少。”詹喬治亞

州立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妮 對在國外生活的華裔老年人的
•詹(Jenny Zhan)博士說，
“他們 情感研究。隨著移民到美國的亞
的需求常常得不到應有的照顧， 裔美國人越來越多，他們在這裡
因為人們都認為他們能夠自給 退休、養老，瞭解他們對於家的
自足，並且得到了家庭成員的關 概念以及生活滿意度不僅能夠
愛。”
揭示出他們的生活品質，還能夠
亞裔是美國少數族裔中增 為政策制定者和社區組織提供
長最快的族群之一。亞裔美國人 信息，以便提供更好的社會服務
的移民率在 2010 年首次超越嶲 。
語裔，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
這項研究的老年參與者大
。這其中的許多移民都是老年人 部分來自於中國。整體看來，參
。華裔美國人是占比最大的種族 與者認為自己在美國的歸屬感
，同時也是年齡最大的。根據美 較高：92%的人都對他們的住所
國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是一個“舒適的地方”表示贊同
Bureau)的預估，到了 2050 年，65 或強烈贊同，89%的人表示“我
歲以上的亞裔美國人數量將達 住的地方給我一種家的感覺”
。
到 240 億，這是 2000 年數量的 3 81%的人對自己的生活表示滿
倍。
意。
這些老年移民來到外國生
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跟著
活後，會遇到無數的挑戰，比如 子女來到美國，在這裡幫忙帶孫
不會說所在國的語言，在這裡沒 子孫女。超過一半的老年人表示
有工作經歷以及只能賺得微薄 ，他們更願意和成年子女分開住
的工資。
，他們提到了“不同的習慣、時間
對於美國亞裔族群的研究 安排以及生活方式，並且不希望
很有限。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針 妨礙到子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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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喝酒的習慣與規矩(
美國人喝酒的習慣與規矩(上)

講座，大家帶著各種食品
感情淺，舔一舔；感情深，一口悶；感情 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學校宴會，從沒見
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學校宴會，從沒見
講座，大家帶著各種食品
感情淺，舔一舔；感情深，一口悶；感情
鐵，喝出血，這是中國人的酒話。那麼， 過有人喝這種烈酒。在我的印象裡，他 飲料，邊吃邊喝邊聽，真
鐵，喝出血，這是中國人的酒話。那麼，
過有人喝這種烈酒。在我的印象裡，他
是 啥 味 道 都飲料，邊吃邊喝邊聽，真
有。孔 子 說
們通常只喝啤酒或者葡萄酒。啤酒的
外國人是如何對待杯中物的
是
啥，這是
味 道 都 有。孔 子 說
們通常只喝啤酒或者葡萄酒。啤酒的
外國人是如何對待杯中物的
酒精度一般在 5 度以下，葡萄酒的酒精 “食不言，寢不語”
習慣與規矩
我們的老規矩，可是人家
酒是一種好東西，然而如果沒有一 度則在
13 度左右。這種低度酒也被看
酒精度一般在
5 度以下，葡萄酒的酒精
“食不言，寢不語”
，這是
習慣與規矩
利用吃飯午休的時間來
做一種飲料，可以在一些學術講座這
個好的喝酒規矩，它就可能成為一種
酒是一種好東西，然而如果沒有一 度則在 13 度左右。這種低度酒也被看 我們的老規矩，可是人家
些正式的場合飲用。
辦講座，也算是一種另類
有害物質。
利用吃飯午休的時間來
做一種飲料，可以在一些學術講座這
個好的喝酒規矩，它就可能成為一種
思維吧。
大家都知道，飲酒既可以給人們帶
前幾年我回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
些正式的場合飲用
。
辦講座，也算是一種另類
有害物質
。
不僅聽眾可以邊喝酒
來快樂，也會給人們造成煩惱，甚至會 去聽了一場哲學系的學術講座，主講
人是來自劍橋大學的教授。這種場合
邊聽講座，講座者也可以
危害身心健康。今日中國社會上流行
思維吧。
大家都知道，飲酒既可以給人們帶
前幾年我回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
邊喝酒邊做報告。也是在
的飲酒習慣
，
有不少值得反思之處，
看
一般都提供飲食，但是這次還有葡萄
不僅聽眾可以邊喝酒
來快樂，也會給人們造成煩惱，甚至會 去聽了一場哲學系的學術講座，主講
看別的國家的喝酒規矩也許對我們有 酒。講座是下午五點開始，正是該吃晚 那次回斯坦福大學訪學
人是來自劍橋大學的教授。這種場合 邊聽講座，講座者也可以
危害身心健康。今日中國社會上流行
啟發，特別其他國家為了保護青少年 飯的時候，有人就提議是否可以邊吃 期間，還聽了華裔學者丘
邊喝酒邊做報告。也是在
的飲酒習慣，有不少值得反思之處，看
一般都提供飲食，但是這次還有葡萄
健康而立的各種法律更值得我們參考 邊聽，
自然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那次 成桐的講座。他是哈佛大
感覺有點兒上頭， 學的大教授，是菲爾茲獎
。迄今為止，中國尚沒有對青少年飲酒 我連喝了兩杯紅酒，
那次回斯坦福大學訪學
看別的國家的喝酒規矩也許對我們有
酒。講座是下午五點開始，正是該吃晚
獲得者，迄今華裔只有兩
暈暈乎乎的
，
不過聽起哲學講座，
浮想
進行立法
，
未來應該補上這一課。
我在
啟發，特別其他國家為了保護青少年 飯的時候，有人就提議是否可以邊吃 期間，還聽了華裔學者丘
美國前後生活了將近十年，本文就以 聯翩，思維特別活躍，感覺到悟性特別 個人獲得過這個數學界
邊聽，自然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那次
成桐的講座。他是哈佛大
健康而立的各種法律更值得我們參考
的最高獎項。丘成桐講的
我的所見所聞來談談美國人喝酒風俗 高。
學的大教授，是菲爾茲獎
。迄今為止，中國尚沒有對青少年飲酒
我連喝了兩杯紅酒，感覺有點兒上頭，
內容我聽不大懂，印象不
這是美國的一種文化，沒有把吃飯
。
深，但是他給我留下印象
和學習分得那麼開，也沒有把學術講
美國人喝烈酒要摻水
獲得者，迄今華裔只有兩
暈暈乎乎的，不過聽起哲學講座，浮想
進行立法，未來應該補上這一課。我在
最深的是邊喝酒邊講座
座看得那麼嚴肅。斯坦福大學還有一
美國的商店裡啥酒都有賣，諸如伏
美國前後生活了將近十年，本文就以 聯翩，思維特別活躍，感覺到悟性特別 個人獲得過這個數學界
。講座開始
，就是利用中午 12 點 的“名士風度”
特加、白蘭地、威士忌等這些烈酒都有 種“午餐盒講座”
的最高獎項。丘成桐講的
我的所見所聞來談談美國人喝酒風俗
高。
，但是我在美國那麼多年，參加過各種 到下午 1 點這個時段，安排一個小型的 時，講臺上放著一個大高
。
這是美國的一種文化，沒有把吃飯 內容我聽不大懂，印象不
腳 酒 杯，裡
邊盛著紅葡
和學習分得那麼開，也沒有把學術講 深，但是他給我留下印象
美國人喝烈酒要摻水
萄 酒，他 是
美國的商店裡啥酒都有賣，諸如伏 座看得那麼嚴肅。斯坦福大學還有一 最深的是邊喝酒邊講座
邊 喝 邊 講，
“名士風度”
。講座開始
特加、白蘭地、威士忌等這些烈酒都有 種“午餐盒講座”
，就是利用中午 12 點 的
講 座 完 了，
，但是我在美國那麼多年，參加過各種 到下午 1 點這個時段，安排一個小型的 時，講臺上放著一個大高
酒也喝完了
。有些人說， 腳 酒 杯，裡
講座前喝點 邊盛著紅葡
兒紅酒可以
萄 酒，他 是
使得思路更
活 躍，不 知 邊 喝 邊 講，
是 否 有 道 理 講 座 完 了，
。
酒也喝完了
中國人不
。有些人說，
會在正式的
工作場合飲 講座前喝點
酒，在 這 一 兒 紅 酒 可 以
點上美國人 使得思路更
就 顯 得 很 任 活 躍，不 知
性，但 有 一
的酒也變成“水性楊花”了。還有一種 乏這個意識。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到商
是 否 有 道喝法就是，給你一瓶像白蘭地這種烈
理
點，他們喝的都是啤酒或
店給大人買酒，售貨員一般不會過問
。
者葡萄酒，烈酒則絕不會
酒，再提供一大瓶冰水，自己調和著喝 買的酒是讓誰喝的，更不會限制他買
出現在這種場合。 中國人不
。這種摻水喝烈酒的方法倒是新鮮，咱 酒。我見過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被一幫
如果要見識西方人是
成年人哄著喝了一杯啤酒，結果喝得
會 在 正 式們中國的白酒都是高度烈酒，不知道
的
如何喝烈酒的，只有到酒 是否能摻水喝，不知道是否有人嘗試 滿臉通紅，不少大人看了還很開心。這
工 作 場 合著這樣做
飲
吧裡了。我跟朋友一起去
。
在美國都屬於違法行為，警察要來干
酒，在
這
一
酒吧體驗過一兩次，發現 美國如何禁止青少年飲酒
？
涉的。
他們喝烈酒的習慣也很
點 上 美 國 人在中國，青少年可以隨時隨地接觸 美國對青少年飲酒有嚴格的法律規
另類，一般要加冰塊或者
，沒有很明確的法律限制， 定，到 21 歲成年才能喝酒。然而光有一
就 顯 得 很酒和品嘗酒
任
摻冰水喝。服務員斟酒時 所以一個人從小到大什麼年齡開始喝 個法律還不行，如何執行才是關鍵。美
性，但 有 一
的酒也變成
“水性楊花”
了。還有一種
乏這個意識。一
，杯子底部就那麼一點酒
酒，完全決定於生活環境。
而對飲酒危
國人的做法是，
全民監督，不給青少年
點，他們喝的都是啤酒或
，加上幾個大冰塊，再烈
喝法就是，給你一瓶像白蘭地這種烈
店給大人買酒
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問題，大人也缺 沾酒的機會。(未完)
者葡萄酒，烈酒則絕不會 酒，再提供一大瓶冰水，自己調和著喝 買的酒是讓誰
出現在這種場合。
。這種摻水喝烈酒的方法倒是新鮮，咱 酒。我見過一個
如果要見識西方人是 們中國的白酒都是高度烈酒，不知道 成年人哄著喝
如何喝烈酒的，只有到酒 是否能摻水喝，不知道是否有人嘗試 滿臉通紅，不少
吧裡了。我跟朋友一起去 著這樣做。
在美國都屬於
酒吧體驗過一兩次，發現 美國如何禁止青少年飲酒？
涉的。
他們喝烈酒的習慣也很
在中國，青少年可以隨時隨地接觸
美國對青少
另類，一般要加冰塊或者 酒和品嘗酒，沒有很明確的法律限制， 定，到 21 歲成年
摻冰水喝。服務員斟酒時 所以一個人從小到大什麼年齡開始喝 個法律還不行
，杯子底部就那麼一點酒 酒，完全決定於生活環境。而對飲酒危 國人的做法是
，加上幾個大冰塊，再烈 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問題，大人也缺 沾酒的機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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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喝酒的習慣與規矩(下)

所有餐館和商店嚴格執行這一法律。去年我送女 州甚至不允許成年人在公眾場合的室外飲酒，大
兒到美國讀書，期間幾次到餐館吃飯，她好奇想 概也是為了避免給青少年以不良的影響。去年我
嘗嘗啤酒。餐館服務人員就讓她出示駕照證明自 又回加州訪學，一天傍晚，我從商店買了兩瓶啤
己的年齡，雖然女兒在新加坡有資格喝酒，新加 酒，又到墨西哥餐館買了一個烙餅卷，然後坐在
坡規定是 18 歲就可以喝酒，但是在美國還不到喝 餐館外的一張椅子上邊吃邊喝。這時一位老美過
酒的年齡，只好作罷。我經常到商店裡買東西，看 來告訴我，在公眾場合喝酒是違法的，警察會來
到凡是要買酒的年輕人，售貨員都要他們出示年 干涉，如果真想在外邊喝，必須用報紙什麼的把
齡證明才決定是否賣給他們酒。在這種氛圍下， 酒瓶子裹起來，不能讓別人看到你是在喝酒就行
美國的年輕人也養成了自覺習慣，不到年齡也不 。
會喝酒。
美國有些大學對喝酒規定很嚴，如果晚宴提供
在美國，一個人到了 16 歲就可以學開車，但是 酒精飲料，必須事先向警察申請報備，宴會時間
在喝酒的合法年齡之前只要測出血液酒精含量， 不得超過晚上 11 點。我有一位哈佛大學的朋友曾
不論多少都會受到嚴懲，輕者吊銷執照，重者甚 經告訴我這麼一件事，他們舉辦學術會議時晚上
至會被拘留。然而成人是可以適度飲酒的，只要 開了一個晚會，提供有啤酒和葡萄酒之類的東西
血液裡的酒精度不超過一定的指標就沒事。一般 ，事先也向當地的警察局報備了，但是大家談得
來說，成年人喝一杯啤酒駕車是沒事的。
開心忘記了時間，過 11 點後警察就來清場，還要
實際上，美國各州對飲酒有不同的規定，有些 過問主辦者為何這樣做。

在美國，
大學校園
裡的餐館
和商店都
不售賣任
何酒精飲
料，也是出
於儘量減
酒的嗜好，因此一個家庭婦女愛喝酒會被當成另
少青年學子接觸酒的機會。
類。
為何美國少見醉鬼？
美國人對喝酒的理解既簡單又單純，就是飲食
美國人到了法定喝酒年齡後，誰都可以喝點兒
的一種調配，社交場合的一種禮儀方式，給交談
，但是他們一般都是適可而止。我在美國生活那
麼多年，周圍那麼多美國朋友，從來沒有聽說過 增加一些情趣。
有酗酒者，也從來沒見到一次有人醉酒。美國人 中國酒與歐美酒的區別
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造酒業十分龐大，然而
喝酒習慣是自斟自飲，也是自娛自樂，他們不勸
在國際市場所占的份額卻有限。我一直在思考，
酒不劃拳，不在酒上看情誼的深淺，不在酒上比
能力的高低，也沒有看別人醉酒後出洋相的癖好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美國到處都是酒吧，商店裡售賣來自世界各地
。
的形形色色的酒，但很少賣中國酒。然而在美國
當年，我剛到聖地
亞哥時，有一對六七 的酒吧裡或者酒類專賣店經常可以見到日本的
十歲的老夫妻作為我 清酒，不少美國人還是很能接受日本酒的。中國
的友好家庭，每逢節 酒出口美國，一般也只能在中國食品店見到，多
假日他們都把我接到 是旅居海外的華人購買。
與歐美酒和日本的清酒相比，中國白酒的製作
他們家裡過。給我印
工藝有一個明顯的不同
，就是酒精的揮發性很高
象最深刻的是，他們
，不僅喝酒時空氣裡充滿著酒氣，喝了酒的人呼
家的車庫的一堵牆上
做了一個酒架，上面 出的氣流也是撲面而來的酒精夾帶著飯菜味兒。
儲藏著各種酒。每頓 歐美酒的類型很多，然而不管是低度的還是高度
吃飯時，主人就會問 的，也不管是什麼味道的，一般都不太揮發酒精，
我是否想喝點兒酒， 所以酒吧或者餐館一般聞不到酒氣兒，喝酒的人
我知道美國人請客不 也不會讓人聞到他呼出氣流的酒精味。
中國的酒若要走向世界，則要研發一些 10 度
用客氣，想喝多少喝
多少，他們既不會勸 左右的低度酒，因為西方的大眾喝的一般都是這
你喝，更不會勉強你。 種酒精度的酒。
酒是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中國酒要走向世界
美國的家庭主婦也是
，要在國際市場上分一杯羹，必須首先克服酒精
把喝酒當成生活習慣
，這在中國不多見。在 揮發的製作工藝問題，同時也要大大降低酒精度
中國的家庭裡，似乎 ，如此方能創造出中國酒的世界品牌。
只有大老爺們才有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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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国深化改革开放

亚洲共谋发展繁荣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叶

子

图为三月二十二日拍摄的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 。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4 月 8 日—11 日，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
年会将在风光秀丽的
海 南 拉 开 帷 幕 ，亚 洲
乃至全世界将进入一
年 一 度 的“ 博 鳌 时
间 ”。 作 为 今 年 中 国
主场外交的开篇之
作 ，今 年 的 博 鳌 亚 洲
论坛不仅办会规格和
规 模 超 过 往 届 ，而 且
看点多多，值得期待。

释放改革开放新信号

致力推动亚洲一体化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日，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并举行有关
活动相关情况。王毅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论坛
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主旨演讲。
“这是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最大亮点。”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执行院长杨希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刚刚结束的两会
又对诸多具体领域的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在这一重要历史时
刻，习近平主席的演讲将给世界提供一个零距离观察中国的重要
机会。”
年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重要经
验和启示、世界意义和影响，以及在新的历史当口中国将如何推
动对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作出最权威的阐示，一系列
新的改革开放重要举措都将在年会期间宣布。
“我相信，这些即将公布的举措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加坚定且果
断的步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杨希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
从 40 年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步入到顶层设计引领的“升
级版”改革开放阶段，此次博鳌亚洲论坛上释放的新的政策信号
必将吸引世界目光。

自成立之初，博鳌亚洲论坛就聚焦亚洲发展，致力于推动亚
洲一体化。本次年会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
主题，设置了“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开放的亚洲”“创新”和
“改革再出发”4 个板块、共 60 多场正式讨论，紧扣现实需要，引
发各方高度关注。
杨希雨认为，虽然世界经济初步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这一
态势仍较脆弱。过去几十年来，亚洲包括中国崛起的两个重要驱
动因素正发生变化：一是亚洲的经济发展背景——全球化浪潮，
面临巨大挑战；二是亚洲的发展方式、开放模式需要进一步创
新。因此，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聚焦亚洲如何坚持开放创新，邀
请中外官产学各界人士来共同讨论就显得尤其必要而且重要。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将继续推出《亚洲经济一体化》
《新兴经济
体报告》
《亚洲竞争力报告》，这 3 份学术报告都是围绕促进亚洲共同
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始终
推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实
现了共赢共建共享。更重要的是，繁荣、稳定、持续发展的亚洲，
对世界也将是非常大的正能量。”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17 年来，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今年，来
自各国的 2000 多位各界嘉宾将汇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赢大计，共
谋发展繁荣良方，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博鳌智慧”，贡献“博鳌力
量”。
王毅介绍，本次年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把握时代潮流和世
界大势，直面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就进一步推动构建
亚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和世界美好未来鲜明地发出中
国声音、阐明中国立场。
王军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受到国际
上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欢迎，而且被写入联合国多份决议和文
件。今年将参加论坛的国际嘉宾，不仅有亚洲区域内的，还
包括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荷兰首相吕特、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等，博鳌亚洲论坛的
舞台越来越大。
杨希雨表示，作为一个非官方的交流平台，博鳌亚洲论坛一
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奠定各国、各组织在经济、政治、文
化等方面合作的基础，已经成为联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成
为兼具亚洲特色和全球影响的国际交流平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

开进花海的列车
4 月 2 日，位于皖南境内成片的桃花、梨花和油
菜 花 竞 相 开 放 ， 一 列 在 合 福 高 铁 （合 肥 — 福 州） 安 徽
省歙县段行驶的动车组列车穿行其中，构成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被称为最美高铁的合福线，一到春日往往
一 票 难 求 ， 开 通 近 3 年 来 ， 已 累 计 安 全 运 送 旅 客 1.1
亿人次。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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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 Hunter Todd參觀訪問美南廣播電視台
休斯頓國際電影節主席Hunter
Todd 參觀訪問美南廣播電視台
商討電影電視合作事項
[泉深/圖文] 4 月 3 日晚上 ，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不同
文化的多族裔代表約 300 餘人在休斯頓市政府大樓的遺產廳舉行
集會，慶祝休斯頓“多元文化月”。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
特納（Sylvester Turner）、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王
昱，美南國際廣播電視台董事長李蔚華等嘉賓出席了聚會。
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在聚會中發表重要講話。他首先
感謝本次集會的 4 個協辦單位：休斯頓社區大學系統（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HCC）， HEB 超市，殼牌石油公司（
SHELL）和 HOUSTON FIRST 集團公司。他說休斯頓有來自全
世界各個國家的人群，這裏人能講授 145 種不同的語言，有多種
不同宗教信仰並存。和 30 年前這個單一的城市相比，休斯頓變
化太大，各族裔人口不斷增加，其中西語系人口增加更迅速。與
紐約和舊金山相比，休斯頓多族裔占據人口大部分，使這個城市
更加多元化。鑒於這些特點，我們休斯頓要慶祝這個“多元文化
月“，我為城市的多元化而感到自豪和珍惜。他說在日歷上的哪
一個月被稱為”多元文化月“並不重要，實際上我們每一天都生
活在多元文化當中。特納市長對聚會上的代表說：“我是民選的

市長，不管你們是否曾經投了我的票，我都是你們的市長；不管
你們是貧窮還是富有，我都是你們的市長；不管你們從哪裏來，
不管你們有什麼樣的文化，不管你們的價值觀如何，我還是你們
的市長。我這個市長強調的是尊重、包容和國際化。 我們是移
民的城市，就移民的來源地來講，也是多元的。” 特納市長回
顧了他的童年，他家有 11 口人，住在一個兩居室的房子裏。小
餐廳的餐桌只能容納 6 個座位。他的媽媽一直強調吃飯時一定
要團聚在一起。座位不夠，輪換著坐。 特納市長繼續說：“休
斯頓市就是一個移民的大熔爐、大家庭。例如這座市政府大樓，
這是你們的家，這是所有市民的家，是你們相互聯系的地方。如
果你們到了本市，我會歡迎、服務和保護你們，來到休斯頓的人
就應該有回家的感覺。這裏有讓你們施展才華的空間，由於你們
的到來而讓休斯頓自豪，這要感謝休斯頓多元化。休斯頓市也會
和多族裔的移民分享城市建設的機遇和發展的成果。” 特納市
長也談到了貿易的多元化 ，采購的多元化，這些都是市政府的
重要工作 。這些也涉及到國際貿易上的問題，動力從哪裏來？
不是從上層領導來，而是從基層民眾中來。

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副總領事王昱在聚會中接受美南國際
廣播電視台（STV）的采訪，他感謝當地的華人華僑作為休斯頓
多元文化當中的一元，在社區的建設和城市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
作用。 王副總領事也與特納市長關於近日的中美貿易摩擦交換
了意見，他轉告特納市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將出席博鰲
論壇年會開幕式並發表重要主旨演講，會與與會外國國家元首、
政府首腦和國際組織負責人座談。習主席也會談到近日出現的中
美貿易戰事宜，中美已經深深融入全球供應鏈之中，任何單方面
的征稅都會對供應鏈產生影響，從而抑制雙方經濟的發展，要靠
雙方坐下來協商談判解決，達到共贏的目的。休斯頓社區大學系
統總校長塞薩爾.馬爾多納多接受美南國際廣播電視台采訪時強
調，在接受外國留學生的人數上，HCC 是全美最大的社區大學
，也是休斯頓地區最多的學校，其中有很多中國留學生。HCC
為休斯頓的多元化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主辦單位為多元文化作出貢獻的嘉賓頒發了榮譽證書。為來
賓準備了簡單餐飲和紅酒，感謝各族裔代表的光臨。

休城社區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2018 年理事會
在美國德州南方大學召開
【本報訊】 2018 年 3 月 27 日，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
率領北京交通大學代表團，抵達美國休斯頓市德克薩斯南方大學
，進行訪問交流，召開了 TSU 孔子學院 2018 理事會，洽談兩校
的合作。德克薩斯南方大學校長奧斯汀.萊恩（Austin A Lane）
、教務長肯德爾.哈里斯（Kendall T Harris）、國際處長兼研究
生院長格雷戈里.馬多克斯（Gregory H. Maddox）以及榮譽學院
院長戴安娜.傑米森.波拉德（Dianne Jemison Pollard）、人文學
院院長美琳.皮特（Merline Pitre）和助理院長兼音樂系主任傑森
.奧比（Jason Oby）、商學院院長約翰.威廉斯（John H Williams）、傳播學院院長莫里斯.奧丁（Maurice Odine）等學院
的院長，科技學院前院長、北京交通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於雷
，交通系教授喬鳳祥等華裔知名教授、外語系主任瑪麗斯.珂賽
因（Marylise Caussinus）出席了會議及交流座談。
關忠良副校長向與會人員介紹了北京交通大學代表團成員，
國際交流處處長兼語言傳播學院院長閆學東；電氣學院院長和敬
涵，經管學院副院長華國偉，國際教育交流中心副主任譚潔，人
文學院外語系主任佟亞偉。這也是孔子學院成立以來，首次到來
的北京交通大學理事會代表團隊。
德克薩斯南方大學與北京交通大學合作共建的孔子學院於
2013 年 4 月揭牌，到現在已經順利走過近五年的歷程。德克薩
斯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2018 年度理事會上，孔子學院院長羅傑.哈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前右一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
前右一）
）及代表團其他成員與
德州南方大學校長 Dr. Austin A. Lane（
Lane （ 前左一
前左一）、
）、教務長
教務長
Dr. Kendall Harris（
Harris（前左一
前左一）
）, 國際交流處長兼研究生院院長
Dr. Gregory H. Maddox（
Maddox（後右四
後右四）
）等合影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與德州南方大
學校長奧斯汀..萊恩互贈禮物
學校長奧斯汀

特（Roger Hart）、中方院長易曉匯報了孔子學院一年來的工作
。孔子學院承擔的中文課是大學的學分課程，並擁有漢學輔修專
業，能提供中文、中國歷史等系列課程。每年組織漢語學生參加
中國行夏令營。 2016、2017 年孔院學生增長率都超過 10%。經
過兩年孔子課堂建設，遍及大休斯頓地區的教學點從零增加為十
一個，目前共派出漢語志願者老師 26 人，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
文學習需求。並且，孔子學院作為海外教育團隊，Harvey 颶風
後到休斯頓 NRG 體育中心的臨時避難所當義工，在災後救助中
配合當地義工組織為受災群眾服務，並提供漢語翻譯幫助，通過
教育服務體現出孔子學院的服務精神與社會擔當。
奧斯汀.萊恩校長、關忠良校長、肯德爾.哈里斯教務長、中
外方國際處長閆學東和格雷戈里.馬多克斯，北交大國際教育交
流中心副主任譚潔及 TSU 孔子學院中外方院長，就孔子學院發
展規劃、預決算、下一個五年計劃進行商談。深入探討了 2018
年教育者訪華團與夏令營組織相關事宜進行商談。就我校在德克
薩斯南方大學建立中國研究中心，開展經濟管理、電氣工程、語
言與傳播等專業學生交流和教師互訪等事宜進行溝通和協商。
關忠良校長發表了講話，他肯定了孔子學院一年來的工作成
績，感謝中外方院長及老師、漢辦志願者們無私的奉獻和辛苦的
工作。他代表北京交通大學誠摯地邀請德州南方大學校長及各位
嘉賓到北京交通大學訪問。關校長介紹說，近年來中國高鐵建設

北京交通大學代表團在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院長羅傑
.哈特
哈特（
（Roger Hart）
Hart）作工作匯報

取得重大突破，北京交通大學作為這個領域的重點行業高校，在
主動服務行業的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歡迎德州南方大學校
方到北京交通大學去了解和體驗；並希望繼續通過孔子學院這一
平台，構建更有深度、更具效益、更為持久的交流合作機制。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不僅承擔了教學任務，作為一學術性
的機構，也是中美學術交流的平台，主持了國際學術會議、論壇
及講座等，同時承辦學生夏令營、訪華團、國際合作項目，更是
將合作院校之間聯結起來，孔子學院正在成為中美教育文化溝通
的重要橋樑。德州南方大學校長奧斯汀.萊恩博士（Austin A
Lane）表示，一定會藉助孔子學院這一平台，推進兩校教育科
研全面戰略合作。校長和教務長希望通過孔子學院，安排近期赴
中國的考察和學術交流，並擬定兩校間全面合作備忘錄。
在理事會期間，各項活動工作安排的緊密有序。關忠良校長
還與德州南方大學相關負責人一起，為新成立的“中國研究中心
”進行了揭牌典禮；為“孔子學院顧問委員會”及“中國研究中
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們頒發了證書；為第一屆“漢語之星”學習
獎的優秀美國學生進行了頒獎。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增強孔子學
院和美國大學、教授委員會及學生之間的聯絡，為德州南方大學
孔子學院持續穩定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德州南方大學於雷教授（前左二
德州南方大學於雷教授（
前左二）、
）、喬鳳祥教授
喬鳳祥教授（
（前左一
前左一）
）與北京
交通大學代表團探討合作交流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 （ 中立者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關忠良（
中立者）
） 介紹學校的
發展特色

北京交通大學代表團與孔子學院師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