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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仍將迎來較大漲幅美國房價仍將迎來較大漲幅
買房要抓緊了

都可能因地區而異。美國的一些房地產市
場比其他房地產市場更“平衡”，供應充足，能夠
滿足需求。然而，大多數城市目前的庫存水平較
低。庫存最緊缺的市場在西加利福尼亞、華盛頓
和俄勒岡州。但幾乎每個州都受到了影響。

30年期貸款的抵押貸款利率可能接近
5%

簡而言之，抵押貸款利率現在比今年年初
要高。專家們預計，到2018年底，抵押貸款利率
將進一步攀升。

背景情况是：2017年大部分時間，30年期
固定抵押貸款的平均利率徘徊在4%以下。然後
，在2018年初，它開始了持續三個月的穩步上升
。在2018年7月6日，30年期抵押貸款平均利率
為4.52%。這比1月份的第一周增加了57個基點
(0.57%)。

顯然，現在的利率高于
年初。問題是，之後的趨勢是
怎樣？如果抵押貸款利率繼
續攀升，2019 年的房地產市
場將會怎樣？

2018年6月，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MBA)更
新了其長期預測。他們預計，到2018年第四季度
，平均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將升至4.9%，2019
年也將小幅上升。經濟學家最近也做出了類似
的預測。

在2019年，房地產市場會如何應對利率上
升？假設這一事件真的發生了，我們可以看到未
來幾個月的房屋購買量會下降。但預計這不會
對房地產銷售產生重大影響。

經濟強勁，就業率高，所以全國大部分房地
產市場都有穩定的需求。抵押貸款利率的適度
上升可能不會對其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美國大多數城市的房價將繼續上漲
考慮到目前的供需狀况，2019年美國大部

分城市的房價很可能會繼續上漲。

Zillow的數據顯示，美國房價中值在過去一
年上漲了8.1%。他們預計未來12個月房價將上
漲6.5%。這一預測發布于2018年7月，因此一直
延續到2019年夏季。

當然，這也因地區而異。一些城市的房價漲
幅可能相對較小，而另一些城市的房價可能大
幅上漲。最大的漲幅可能出現在需求強勁、供應
短缺的房地產市場，比如太平洋西北部和其他
一些地區。
(取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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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越來越多中國人已經獲得美國綠卡，或者在美國工作、
學習，或者正在申請美國永久居民身份。同時，美國全球徵稅的
概念，也在不斷地出現在大家的日常信息中。

下面將研究和大多數中國“有產階級”密切相關的美國稅務
問題：美國居民出售在中國國內的房產，需要向IRS繳納所得稅
嗎？

誰需要向美國全球納稅？
美國的“稅務居民”概念，是獨立于移民身份的，主要通過綠

卡測試和居住時間測試來認定。
雖然全球納稅聽起來很嚇人，但實際上，其中還有以下幾條

重要的原則，考慮了納稅人的利益：

1、避免雙重徵稅
一方面，納稅人如果就某項海外收入在海外國家繳納了稅

款，那麼這部分的稅款可以抵扣美國的應納稅額。也就是說，在
海外交的稅，在美國也可以抵。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
美國也簽訂了雙邊稅務協定，其中通過各種細節的徵稅細則來
避免就同一稅收的兩國雙重徵稅。這些稅務協定的優惠，在兩個
國家也是優先被稅務局考慮的。也就是說，美國納稅人可以拿著
稅務協定跟海外國家要求少交稅。

2、設定海外收入免征額
美國對納稅人的海外收入設定免征額，2015年是10.08萬美

元。也就是在符合條件的情况下，低于10.08萬美元部分是不需要
再向美國政府繳納任何稅款的。但是，還是需要就海外收入進行

申報。

3、自住房稅務優惠
IRS的稅條中對買賣自住房有稅

務優惠。具體是只要是在過去5年在這
個房子裏住滿2年，作為你的主要住所
，賣房的資本利得可以享受夫妻雙方
50萬美元免稅額。在海外的房產一樣
適用。也就是說新移民在登陸後的前3年內，賣掉
之前在國內的自住房，買賣差價的350萬人民幣
是可以免稅的。

移民前的稅務籌劃
最重要的是，明確自身什麼時候成為美國納稅居

民，在此之前的收入都不需要申報。
其次，預計在中國賣房的時間安排，如果可以，可

以在成為美國納稅居民之前把房子先賣了。如果房子
還想持有，那麼可以再買回來，這樣等下次賣房的時
候，歷史價格就變高了，收益就減少了。

最後，處置中國很多資產都可以采用類似賣房的
這種處理。

在中國賣房怎麼處理？
首先，賣房的相關收入數據都需要如實填報在年

度報稅表格中。如果賣房的收益不超過海外收入免征
額（2015年是 10.08萬美元）,則可以填Form 2555-EZ
（簡易版）；否則，就必須填Form 2555。這個表格和
Form 1040一起交即可。如果賣房還沒收到錢，或處于
其他考慮，可以先交Form 2350申請推遲申報。

其次，收集在海外國家已經繳納的稅收憑證。在中國賣房的
現行政策，免征個稅的前提是5年以上住房且家庭唯一住宅。另
外，中國賣房可能還有營業稅、契稅、印花稅等。中國的稅也不少
。

最後，確定在美國按照Tax Credit還是 Itemized Dedutible
來申報。簡單地將Tax Credit可以在稅額中直接扣減，Itemized
Dedutible則是在稅前收入中扣減，然後再乘以稅率得出稅額。一
般而言 Tax Credit 更好，這是因為

Tax Credit直接在稅額中抵扣，也即是在國外交一分稅，在美國
就可以少交一分稅；而Itemized Dedutible則還要乘以稅率，可
能在國外交一分稅，在美國只能少交0.5分稅。美國稅務局還很
用心地準備了一篇說明來解釋這個問題：
https://www.irs.gov/Individuals/International-Taxpayers/For-
eign-Tax-Credit---Choosing-To-Take-Credit-or-Deduction.
(取材美房吧)

要交稅嗎要交稅嗎要交稅嗎？？？
拿到美國綠卡拿到美國綠卡，，出售中國房產出售中國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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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
展望》報告，下調了今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的到
3.3%。面對經濟的低迷，很多人都在苦惱手裏的
錢究竟該怎麼投資什麼，但還有不少人看到了
機會，比如說在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的背景
之下，滬港通即將開通，央行未來也將允許個人
直接來開展境外投資股票和房地產，以及推動
境內企業到境外去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
那麼，什麼人可以到境外去投資呢？投資的門檻
可以降到多低？哪裏的投資機會最好？怎麼投才
能夠避免風險？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陳偉鴻和
特約評論員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著
名財經評論員張鴻共同評論。

境外投資的門檻可以降到多低？
哪裏的投資機會最好？

曹遠征：近期A股市場表現好跟滬港通有很大
的關係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過去在中國的投資者只能投資國內市場，
那麼滬港通最終給大家開了一個方便之門，你
可以投資海外市場，于是一個資產總和的概念
出現了，就是我給你不僅僅配置的是國內股票、
國內資產，也可能是配置海外的，這樣對于投資
渠道多元化，對資產的安全以及保值增值都提
供新的一個渠道，肯定很多投資者對此看好，其
實A股市場最近表現好也是跟這個有很大的關
係。

我們說資本項目放開分兩個部分，一個是
對機構，一個是對個人。其實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個人這塊，你可以看到在過去有
一些管道，
這些管道我

們叫人民幣QD，它是通過一
個集合投資，然後委托國外
的機構去投的，那麼海外當
然有對應的就RQFII，然後是
人民幣再回投到大陸市場。

合格的境外投資者，現
在按張鴻所說，是不是有了
升級版？升級版就是合格的
個人投資者。但是對一般老

百姓來說，滬港通更值得期待。滬港通就是兩個
通，一個是滬港通，一個是港滬通，就是說香港
居民可以通過這個渠道來投資大陸的股票，大
陸的居民可以通過這個管道來投資香港的股票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額度，三千億和兩千五百
億。對居民來說，實際上是對大陸居民來說，只
要像個人散戶一樣，然後指定買什麼股票，就可
以得到實現，不必說通過一個QD再委托的這種
，這就方便很多。

張鴻：中國的海外投資意願在不斷上升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身邊的熟人越來越多的開始想到海外去投
資，中國海外的買房量，現在在很多國家和地區
，包括一些主要城市裏面，都是占第一的，比如
說在紐約，中國買房者占到了它境外買房者的
第一名，在倫敦也是第一名，在澳大利亞，我們
也是第一名，所以中國現在確實是有更多的海
外投資的意願。

節前很奇怪的是，港股是往下的，A股是往
上的，就是這個消息出來之後，不同的市場是不
同的判斷。但是昨天其實是有兩個關于我們到
境外投資的好消息，一個是國務院的常務會表
示，除了特殊情况，一般的境外投資的項目就不
審核了，不核准這是對機構來講；還有一個就是
央行的一個官員在倫敦證交所的一個論壇上提
到，他有幾步走，這幾步走，在我們看來很新鮮，
但剛才私下裏和曹老師溝通，他說這是我們現
在金融系統正在做的，一些政策正在執行的。比
如說第一步我們看到滬港通，滬港通就是我們
可以去買香港的股票，香港可以買我們的股票，

當然你要有資質，比如說50萬以上。
還有第二步，就是我們和一些國家雙邊

的合格機構投資者叫QDII，人民幣的雙邊，比
如說咱們和新加坡、或者和英國，這些機構可
以用人民幣去投到那邊，那邊也可以用人民
幣來投到我們這邊來。下一步呢，叫QDII的
升級版叫第二版。第二版是什麼呢？就是合格
個人投資者，剛才一開始說的，我有錢，我就
可以直接到國外去買股票，買房地產，這個就
是剛性的投資需求。另外，我覺得這個可能還
要再遠一點，就是國內的公司要去海外發行

人民幣的股票，推銷人民幣。這樣幾步，其
實路還是很清晰的。

曹遠征：推廣人民幣的成本大概是4%左右，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五年前曾有人問過我，說是五年以後，你估
計是什麼樣？那我們大著膽子說，估計一萬五千
億左右，現在多少？十五萬億以上。那麼其中個
人貢獻很大，比如在香港自由行，自由行就是很
多人在那刷人民幣，它帶動香港經濟發展，同時
也滿足了很多大陸的采購需求。我們在服務貿
易中間，每年在海外，現在是出境一億人次，估
計大概是要花掉一千億美元。用人民幣，這時它
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這固然是人民幣國際化的
一個推動，但在下一步中間，它對個人投資有好
處。你請注意一件事，亞洲有很重要的特點，小
微企業眾多，在個人賬戶給他開放以後，實際上
是幫助他的生意，幫助他的事業，那麼可以叫小
微企業有更好的發展。

補充一點，人民幣這五年國際使用中間，人
民幣廣泛被國際社會接受了，這對中國的小微
企業也好、對居民都有很大的好處，你不用考慮
貨幣風險，尤其未來世界經濟是在波動之中的，
那麼這時我就用人民幣支付就完了，這就避免
一個貨幣風險。過去我還得算算，什麼時候換美
元更合適，然後什麼時候換成人民幣，倒過來，
那麼現在就是你支付人民幣就完了。我們算過，
推廣人民幣，這個成本大概4%左右，就是所謂
的一進一出。

張鴻：沒有制度的限制 個人的投資意願和投資
效益會更高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它不是分步走嗎？我覺得應該不是特別久
遠了。人民幣國際化的路線圖，我們不是特別清
楚，但是我們能夠感受到一點點。換匯的幅度可
以開始大一些，如果你身邊很多人在國外買房，
其實現在是螞蟻搬家，就是你很多
人是親戚朋友，然後每個人把今年
額度用完了，去付個首付，付完首
付以後，然後要算每年的還款。我
每年還款的也不要高于我每年的
額度，所以包括我認識的一些小微
企業，比如說富二代、富三代，他們
有海外投資置業、投資股票的需求
，但他個人沒法投，那就只能在，第
一在我們這邊以機構的身份，成立
個機構，然後以合格機構投資者，
但審批是很漫長的，而你在外投資
往往有時效性，等你這一圈批下來
以後，可能這個時機已經錯過了。

其實還有辦法，但成本很高，在外邊成立一
個離岸公司，還有比如說通過地下的錢莊把錢
給弄過去，弄過去以後，到最後他會發現什麼？
回來，往回投的時候，又面臨著障礙，就是外資
往國內來的時候，又面臨著障礙，所以如果說沒
有我們這樣的一個限制，我覺得可能他們的投
資意願會更強烈，投資效益也會更高。

張鴻：我們的軟環境和制度環境要相應的跟上
（《央視財經評論》評論員）

現在人民幣國際化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人
家拿人民幣幹什麼，好不容易把人民幣推銷出
去了以後，他拿了大筆人民幣以後幹什麼？所以
你回來的返程路要修好，返程路修好以後，還有
比如說中國自己的投資環境，景點比較多、比較
好，那就不要在這個地方有賣門票的，那個地方
又收個費什麼的，自己的一個軟環境、制度環境
要相應的跟上，否則，它一定是來了之後利用所
有的制度漏洞，然後來衝擊你的整個金融體系，
那樣風險就會很大。

曹遠征：解除封閉的狀態 各種貨幣可以自由的
轉換
（《央視財經評論》特約評論員）

還有很多立交橋出現，就說各種貨幣可以
自由轉換，然後這條高速路上可以跑人家的高
速路上去，自由轉換，你現在這路還是條封閉的
高速公路。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它還要說我修很
多立交橋，我跟美元的軌道、跟歐元的軌道全部
要連在一起的。我們看到上海自貿區正是這麼
一個大膽設想的構思，如果上海自貿區按這個
方案是三年，那麼三年中實際上設想正在逐步
實現。
(取材美房吧)

《央視財經評論》個人境外投資：
去美國買房值嗎去美國買房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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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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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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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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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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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貸款
最佳利率
無費貸款

低費貸款
手續簡單
信息保證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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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經濟學家預測美國房地產正向發展，2020年之前不會
有有大的崩盤。

首席經濟學家、資深副總裁鄧肯博士（Dr. Douglas G. Dun-
can）于5月24日，在矽谷出席由BACOMM主辦，Wilson Invest-
ment Properties協辦的“美國經濟前景預測研討會”。

鄧肯博士為Fannie Mae提供有關經濟，房地產市場的所有
預測和趨勢分析等。被Bloomberg / BusinessWeek’s 評為地產
行業50位最有影響力的人。《大紀元》日前獨家專訪了鄧肯博士。
主題包括：美國房市暨股市預測，中美貿易戰的前景和影響等。

鄧肯認為美國房市基本面很健康，目前信貸審批嚴格，房貸
質量高。同時由于在建新房數量低于市場需求，加上美國家庭流
動率卻跌至30年新低，致房源供應短缺，未來幾年房價會繼續上
升。在川普任內，可能迎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榮景期。川普總統
任內（2020年前）美國不太可能出現大的經濟動蕩或崩潰，可能
會有平穩的經濟周期性下調。

自2009 年起，美國房地產市場逐漸復蘇，舊金山灣區、紐約
等地的房價已經遠高于2006年的上一個高峰期。

美國房市存在泡沫嗎？房價會出現調整嗎？是上升還
是下行？
鄧肯博士認為：通貨膨脹調整後的房地產價格已經接近峰值，人
們通常認為高峰不可持續，問題是今天什麼樣的潛在因素能夠
導致價格回落呢？

導致2007年地產泡沫的三個條件，目前都不存在
鄧肯認為：導致2007年地產泡沫的條件有三。
其一，建築商對房地產建設的投機。投機客從建商手上購買新房
，而建商認為市場需求穩定，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其二，非常放鬆的信貸條件：信貸承銷非常鬆散和不可持續，因
此沒有信用的人可以獲得信貸和購買房產，建商投機房屋建設
的部分原因是他們賣的很多，只要能賣，他們就會建新房。
第三，在抵押貸款證券化方面，風險持有者與債務發行人在理解
房產抵押品的實際穩定性方面存在脫節。

美國在建新房數量低于市場實際需求，致供應短缺事實上
根據美國人口統計數據，近年來，美國每年新建房屋總量比人口
統計建議的房屋數量少25萬到35萬套，房價上漲的部分原因是
供應短缺。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數據
顯示，2017年美國家庭住在一個房子裏的時間中位數是10年，與
2016及2014年的時間是一樣的。這是自1985年NAR開始跟蹤此
一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家庭流動率卻跌至30年新低，致房
源供應量少美國人不願搬家的部分原因是房屋庫存跌至數十年
來新低，而房價則漲至歷史新高，許多人都選擇長期住在一個地

方，不
會為尋

找工作機會或改
善住房條件而搬
家。
鄧肯認為美國家
庭流動率卻跌至
30 年新低，導致
房源供應短缺，也
是房價上升的一
個因素。當前美國
房屋信貸承保比
2007年要嚴格很
多
鄧肯說：“建商肯
定不是投機性地
建設，因為他們建
的房子很快就賣
光了，所以它仍然
是一個賣方故事。
次級貸款抵押證
券 市 場 與 2007、
2009年相比微不
足道，信貸承保在過去的兩三年內有所放鬆，但與2007年繁榮期
和2009年蕭條期相比仍然明顯的嚴格。”

房市可能會成為美國經濟適度下行的緩衝
鄧肯說：“我看不出有什麼變化，除非新房建設戲劇性興起，或者
人們願意賣房、搬家，否則我看不到緩解供應短缺的情况。實際
上，如果美國有一個溫和的經濟衰退，我們並非如此
預測，但我們預計2019年下半年會放緩，如果這傾
向于經濟衰退，房市實際上可能會很好。因為在經濟
放緩情况下，美聯儲可能會降低利率，同時失業會減
緩對住房的需求，因此房價升值將放緩。對于仍然有
工作的人來說，如果他們買房，這是相對更好的房市
。所以房市可能會成為經濟適度下行的緩衝，我預計
未來幾年房價的漲幅仍高于長期平均水平。”

美國高端房市明顯放緩，入門級房屋價格將繼
續上漲。

當前美國經濟領域，哪些市場最可能存在
泡沫呢？
鄧肯說：“泡沫的意思是房價不受基本面的支撐。我
不認為目前存在那種泡沫。但就市場而言，你會說房
租比率不合理，換句話說，房租價格高于你認為人們
會租用的價格。沿海市場，特別是加州，包括聖何西、

洛杉磯、舊金山的一些房市就是這種情况。我們看到這些地區的
企業，將工作轉移到外州的不同地區，那些地區的住房成本較低
。”
鄧肯認為：加州沿海城市的高端房地產市場已經明顯放緩，美國
房市的大部分漲幅都在入門級房產，因為入門級房屋的供應量
非常少。(據美房吧)

專家專家專家：：： 美國房市很健康
未來幾年房價繼續上漲未來幾年房價繼續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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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的人在看房時總會糾結一下，除了地段之外，最常見的
問題是，買兩層的還是一層的呢？它們各有什麼優缺點呢？

一層獨棟別墅的優點有：
‧一般地塊都比較大才能建一層住宅，在美國地皮最值錢，所以
一層住房造價也高；
‧一層的房子一般都會比較結實，美國很多房子感覺純紙板房，
上下樓不隔音，只有一層，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一層的話一般屋頂比較高，兩層的只有特定房間屋頂高；
‧大部分人都喜歡，比較大眾；
‧每個房間的利用率都很高；
‧家有寶寶的話，孩子小的時候很安全，很方便，半夜裏有什麼
事不用爬二樓，房子 Baby Proof 起來也比較簡單，不用擔心小娃
爬樓梯出意外；
‧換地毯換地板的話，沒有樓梯價錢就便宜好多，清潔工作也好
做。要知道美國這邊除了真正的有錢人，都是自己做家務的；
‧搬家／裝修什麼的沒有樓梯進出都方便，不然往樓上搬個大
櫃子什麼的很麻煩；
‧一層的沒有什麼樓梯正對著門之類的風水煩惱；
‧從空間上看，一層少了樓梯占掉的空間，兩層的別墅二樓必然
要有走廊，和下面的走廊功能重疊，白占了空間，另外感覺大部
分一層的房子空間利用的設計上都要好一些；
‧一層一般都有一個等大的地下室，冬暖夏涼。

一層獨棟別墅的缺點有：
‧占地再大，視野也不能和兩層相比，住慣兩層的會覺得一層屋
頂再高也不如二層視野開闊；
‧屋子和走廊的采光也是一個劣勢，除非名家設計的一層住宅，
或者開個天窗，采光才能很好；
‧感覺上面積比兩層的別墅小（其實說明一層住宅更適合豪宅
……）；
‧年輕的時候很多人沒覺得爬樓是問題，都想著等老了住公寓
或者再換成一層的；
‧如果需要自己裝修地下室造價很高（一般幾萬刀），因並一層
住宅的地下室一般面積很大，很多都能讓孩子冬天在裏面騎自
行車、滑板；
‧擔心隱私，但是如果占地夠大，種上些草木，也就是夠“豪”，這
也不成問題；
‧小孩子來家玩的時候，滿屋亂竄，一層的話基本上無隱私可言

，兩層的就會好
點，因並大部分
的臥室都在樓
上；
‧裝Wi-Fi覆蓋面積不夠，需要裝延伸器等；
‧一層住宅讓有些華人沒有小洋房的感覺。

一層獨棟別墅的理想格局是：
臥室分別在屋子的兩頭，這樣父母孩子都有隱

私，如果還有一個大地下室就完美了。北方冷的地
方，一層的獨棟別墅經常帶一個超大的地下室，和
上面的居住面積一樣大，孩子冬天沒法去外面玩，
就在地下室騎車、滑板、旱冰……還能擺個乒乓球
臺子和電視。

兩層獨棟別墅的優點有:
一般二層的獨棟別墅功能的劃分很清晰，有的

主臥和其他臥室都在樓上，小孩子哭鬧都在樓上，
樓下只是吃飯的飯廳，看電視的起居室；或者主臥
在樓下，孩子房間在樓上，工作生活相互不影響，孩
子還有隱私；還有的是1樓是客房，這樣家裏來人不影響自己的
隱私。孩子年齡大，孩子個數多的家庭住兩層比較有隱私。

兩層的好處是可以有兩層高頂的起居室。
一層的話，頂要做得比較高，比如10尺，才會比較舒服。當然

美國人認並層高8尺的就好，還給人舒適的感覺，中國人喜歡敞
亮，講究層高。

兩層樓還有個好處就是打掃衛生上面，一般來說臥室會乾
淨一些，廚房和起居室是最容易弄髒的地方。

兩層分開的好處是地板上的髒東西不會從一間 房子帶到另
外一間去，一樓很多人是全安木地板，打掃起來更方便，每周打
掃兩次就夠了，而樓上的臥室，一周打掃一次就行了。對在美經
常要自己動手的屋主來 說，會輕鬆一些。

兩層獨棟別墅的缺點有：
車庫上面的房間冬天很冷，不能拿來做臥室，不過做額外房

間 (Bonus Room) 挺好的。一般樓上除車庫上面的房間外，還會
有其他臥室，理論上來說夠住了。

兩層的話拿個東西，換件衣服，小憩一下都要
上上下下。如果面積一樣的情况，有
人就會覺得兩層的房子局促，樓梯占
地。

家裏如果住老人和懶人，是不喜
歡兩層的，爬樓梯太累了，而且膝蓋
保養很重要哦。

兩層的房子，一般入門的地方，
還有起居室經常是高頂，兩層高，然
後換燈泡打掃之類的會非常麻煩，因
並要買那種超高梯子，晃晃悠悠的，
還經常打折的時候很快就被搶光了，
有人燈泡壞了1年才換的。

也不如一層的開闊敞亮，還要打
掃，不說風水，還有美觀問題。

空調如果不分開裝，夏天冷氣一
開，樓下那個冷啊，樓上還不覺得涼
快；冬天暖氣一開，樓上熱的要命，樓
下看電視還發抖。電費賬單嗖嗖的漲
。

基本上所有的二層的獨棟別墅樓上一定要放個小冰箱，不
然特別不方便。
注：別看那麼多條，其實就是樓梯太煩了，要爬還占面積。

兩層獨棟別墅的理想格局是：
一樓有一間可以做臥室的屋子，不要所有的臥室都在樓上，

留一間老了住，很多人這麼說，不過等老了，孩子們估計也都出
去住 了，回來還要去樓上打掃衛生……啊！頭疼，難怪很多老人
乾脆去城裏住公寓了。客廳起居室之類千萬不要是高頂的。基本
最讓人受不了的是讓不動手能力不強人去換燈泡。

總之，各種房型都是有利有弊的，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就好了
。在家工作，需要安靜環境的時候，或者人口眾多，兩層更合適。
不想老是爬上爬下，不希望電費很高，不希望周末都在打掃房間
中度過的老人和懶人，一層更適合。美國人基本都覺得一層的好
，中國人中有一部分認並樓比房好，更喜歡二層。不過現在的建
商買了地建房子都不甘心只建一 層，都是建兩層。
((取材美房吧取材美房吧))

美國買獨棟別墅美國買獨棟別墅一層好還是兩層好一層好還是兩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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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現的美國“漢語熱”，激起了國人許
多莫名地自豪感。但是，如果美國的教育，總體
上根本就不重視外語，那麼漢語再熱，能熱到什
麼程度去呢？

美國人並不熱衷學外語
壹般都知道美國的外語教育要求很低，這

實際上也是美國教育界一直在痛心疾呼的壹個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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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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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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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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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美國就是有30個州的義務教育沒有
外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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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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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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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防部對於外語的要求，一貫是受到我們
專業內大為贊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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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大學，還有外語要求嗎？
那就更是“因校而異”了，不過壹般像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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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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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學外語的美國怎麼會有漢語熱
20多年前我剛開始美國留學生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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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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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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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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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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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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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衛星”的宣傳 方式罷了。
就是這一百個人裏在學漢語的這壹個人還

值得再去推敲呢！
學漢語的至少要有90%以上是華裔，這還不

是漢語的特點，是全美國的特點。
大家都有點多語言多文化的背景，孩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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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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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國外教育，反思本國教育
美國的教育體系如此忽略外語，源自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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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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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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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學外語的幾點啟示：
第一、外語是第二語言，不會像母語那洋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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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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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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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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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是每一個人都最終必須面臨

的問題，而一個社會的養老體系不僅

是對公民一生為社會付出辛勤汗水的

回報，也體現著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

全。美國的養老體 系在西方國家不是

最好的，但卻是最綜合的社會福利安

全網。美國人的養老金體系簡單地可

以歸結為三個依靠：一靠國家、二靠單

位、三靠自己。

美國人養老金的三大依靠
一靠國家

1936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

社會安全法案，如今幾乎覆蓋全民的

社會安全金體系依然是美國最大的社

會福利保障項目之一。這種形式是國

家對所有工作的 人一種最基本的退

休福利保障，同時殘疾人士和哪些孤

兒寡母也可以享受這種政府提供的社

會福利。美國社會安全金項目的設立，

實際上是即要保障工薪族在退休後

能有基本的收入，同時也要兼顧人在

工作中受傷後無法工作時也能有收入

，最後還要考慮一家之主如果過世，孤

兒寡母沒了收入來源，也不能讓她們

斷了收入來源。在2012年，美國約有

5600萬人領取社會安全金，也就是說

每6個美國人當中就有1個人領取社

安金。

美國社安金基金的來源是來自于

工薪族在工作期間繳納的薪資稅，政

府徵收的薪資稅是個人收入的12.5%，

其中單位和個人各承擔一半。政府設

立社安金基 金，只要是全職工作10年

以上的人退休後政府就要按月發錢，

一直到過世。由于社安金是一項全民

性的社會福利。即使退休者還有其他

的收入來源，政府還是照樣 發放社安

金。

美國人退休後每月領取最低的社

安金沒有底線，這主要看一個人工作

時收入是多少，但美國社安金卻有最

高金額的限制。社安局的數字顯示，

2014年，退休人員個人可領取的社安

金月平均額為1294美元，夫妻可領取

的月平均金額為2111美元。在法定退

休年齡退休的人，每月最高可領取的

社安金金額為2642美 元，而延期退休

的人，每月最高可領取的社安金金額

為 3425 美元。如果退休人員過世，家

中未成年的孩子也可以享受過世人員

的社安金。2011年，美國 300萬兒童從

政府處領取到“養老金”。

二靠單位
依靠國家養老某種意義上只能保

證最基本的退休收入，要想退休生活

過得舒適，全由國家包乾

養老金來實現這不現實也

難以做到。所以美國人的

養老金第二個依靠就是靠

單位。美國人工作部門分

類很簡單，一是私營企業，

二是政府部門。

美國單位養老金體系

實行的是雙軌制，國家公

務員和公立大、中、小學的

雇員等在退休體系上實行

每月領取固定金額養老金

的方式，國家公務員領取

的退休金要依 據雇員的薪資、工作年

限及年齡等綜合考量，一般情況下雇

員退休金每月可拿到工作時薪水的

60% 至 80% 不 等，個 別 的 也 會 超 過

100%。私營企業雇員則主要 以 401K

退休計劃為主，雇員退休後401K賬戶

中的資金就是雇員的養老金。私營企

業雇員在退休時能有多少退休金，這

就要看 401K 退休儲蓄賬戶中積攢了

多少錢。有的人做得好，退休時有個百

八十萬美元不是稀罕事，有的人可能

只有個十萬八萬。

401K 退休儲蓄計劃是美國私營

企業最流行的一種雇員養老金體系，

雇主和雇員都需要為退休儲計劃投資

，企業是按照雇員對退休儲蓄

計劃投入的資金比例配套投

入一定比例的資金，一般不低

于雇員月薪水的 3%。401K 退

休儲蓄計劃的資金雇員可以

自己投資，也可以委托經紀人

代理投資。不要說美國人不攢

錢，很多美國人從工作之日起

就加入 401K 計劃，每個月拿

出收入的 5%至 10%作為養老

儲蓄，然後投資股市，到退休

時就有可能攢出幾十萬的養

老金。

三靠自己
美國 65 歲以上老人的收

入大致可以有十個左右來源，

但最主要的幾個收入來源是

社會安全金、退休金（私人企

業的401K退休金），這兩項收

入來源是一靠國家、二靠單位的結果。

而美國人養老金的第三個依靠是靠自

己，這包括個人退休儲蓄賬戶上存款、

已償還完貸款的住房收入（包括出租

收益、賣房獲益等）和投資收入、繼續

工作收入等。美國人在養老上不少人

是建立個人退休儲蓄計劃，比如IRA。

建立個人儲蓄計劃最大的好處是這筆

投入在退休前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

比如一個人的收入到報稅時需要補交

2000美元的個人所得稅，如果在IRA

退休賬戶上存入6000美元，這6000美

元不用繳稅，而且由于收入額下降，需

要補 交的個人所得稅可能會下降到

1000美元。

退休養老是人生最後的一件大事

，辛辛苦苦一生的老人能安享晚年不

僅是老人之福，也是家庭之福、社會之

福。下面簡單說一下美國65歲以上老

人（基本上是退休者）的收入情況。根

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2 年，美國

65歲以上老人的年平均收入為31742

美元，中位收入為19604美元。

社會安全金是美國退休人員最基

本的收入來源之一，2012 年，美國 65

歲以上人群中有84%的人每月從聯邦

政府領取社會安全金，社安金收入占

美國退休人群收入的三分之一。低收

入家庭主要依賴社會安全金來養老，

社安金收入占這類家庭收入的80%。

退休儲蓄是美國人養老的第二大

經濟來源，也是廣泛意義上的退休金。

美國退休人群每年從退休賬戶領取的

養老金中位金額為 12000 美元，在收

入最高25%的退休人群中，55%的人每

年從退休賬戶中領取的養老金中位金

額為30000美元。

65歲不退休繼續工作，在美國已

退休人員中，有22%的人在繼續工作，

他們的年中位收入為 25000 美元。如

果是在法定年齡退休，一邊打工還可

以領取全額的社會安安金，而且沒有

需要遭到罰款的處罰。

65 歲以上老人中有 2014 萬多人

有利息收入，占老人比例的46%，年平

均獲得的利息收入金額為3233美元，

中位金額為255美元。美國有853萬老

人有股息收入，占老人總數的19%，老

人股息收入並不多，平均金額為6191

美元，中位金額為 1200 美元。房地產

收入是美國部分老人一項不可忽視的

收入來源，擁有房地產收入的老人雖

然只占老人總數的7%，但他們的年平

均收入有 10935 美元，中位收入為

4000美元。

靠兒女養老在美國不流行，但美

國還是有200多萬老人需要兒女來養

活，他們占老人總數近 5%，兒女養老

人的平均費用為8006美元，中位花費

為2500美元。

最後，美國還有 500 多萬老人依

賴政府的福利來養老，這些福利包括

喪偶福利、老兵福利、擴大的社安金福

利、失業救濟、傷殘福利等，每種福利

的平均金額從6208美元到14010美元

不等。

美國的養老金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809B 簡



AA88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8年8月13日 Monday, August 13, 2018

美國家庭的人情味美國家庭的人情味

（來源:爾灣華人網）
1 讓每個家庭成員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我在美國定居近16年了，很少聽聞因家庭
不和而引發的糾紛和案件。究其原因，我覺得這
是因為美國人註意保護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的生
活風格、自由空間，很少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其
他家庭成員。也就是說，在家庭成員之間保持著
一種界限感。這也是中國人常常認為美國家庭
不如中國家庭關系密切的原因。

我認為，美國家庭的這種界限感，既是對自
己私人空間的保護，也是對家庭其他成員自由
的尊重，因為雖是一家人，也是需要有個人的自
由空間的。如果不給家庭成員個人空間，家庭關
系就會大起大落：好的時候如膠似漆，壞的時候
就易磕磕碰碰甚至劍拔弩張。
2 父母與年幼子女關系：平等相處

美國社會盛行一句話：“孩子第一！”即父母
有養育子女的義務，全社會有保護孩子的責任。
在美國的馬路上，最威風八面的車，不是總統的
車，而是接送孩子們上學放學的黃色校車。校車
一停，孩子上下車，所有來往車輛都要停下來。
如有違反，所接受的處罰比無照駕駛嚴重。

對一個家庭而言，父母與兒女之間不是一
種隸屬或絕對服從的關系，而是一種平等的關
系。如果父母認為孩子有錯而動手打孩子，是一
種犯罪行為，任何人見了都可以報警。一旦接到
舉報，警察就會立即上門，輕者坐監，重者將失
去孩子的監護權，強制改由政府辦的福利機構
來撫養監護。所以，打孩子的後果很嚴重。

在教育孩子方面，美國家長絕不會把自己
的意誌強加給孩子，不會覺得孩子的學習成績
與自己的顏面有關，更不會在孩子身上彌補自
己人生中的缺憾。

美國父母願意給孩子自由想象、學習、發展
的空間，不論孩子將來當教授也好，當老板也好
，當木匠也好，父母都會為孩子的成就而高興。
因為在美國人的心裏，沒有卑賤的職業，只有心
靈卑賤的人！

我在美國不是富人，但我有中國藝術史的
知識，常有美國極其富有的收藏家請我吃飯、向
我請教。他們非常平易近人，穿著普通，開的車
也很一般，走在街上，與普通人沒有什麼不同。

有的收藏家在某個市中心擁有巨大的寫字
樓與產業，但我們一起吃的飯往往就是每人20
美元左右，而且沒有酒，與一個美國窮人進一家
餐館的花銷差不多。

美國人最瞧不起的，是沒有技能與自己的
收入，一輩子啃老的人。所以，有沒有獨立生活
能力，是美國家長真正為孩子操心的事情。
美國父母還特別重視培養孩子的公德心，極有
耐心地教育他們懂得如何尊重他人與遵守社會
公德，因為這與孩子今後在社會上發展得順利
與否有極大關系。

2007年我在北卡大學工作時，常乘該大學
免費的公共汽車上下班，不時會在車上遇到一
位母親帶著自己的三個孩子乘車。大孩子約七
八歲，懂得如何乘公共汽車。兩個小的也就三四
歲的樣子，不懂如何乘車，而是想在車裏到處玩
耍。那位母親就不厭其煩地說：坐在座位上不要
亂動！不能在車廂裏走動！不能拉要求停車的拉
線！不能站在座椅上！等等。當她說這些話時，那
兩個小孩子顯然沒有註意聽，而是想著如何玩。

我每次乘車，只要遇見他們，那位母親幾乎
都在反反復復說著那些話，語調平和，更沒有動
手打過孩子。就是因為這種耐心教育，美國的小
孩極守規矩，在公共場合很少大吵大鬧或到處
亂跑，都能靜靜地跟隨著父母參加各種大人們
的活動。
3 父母與成年子女關系：各自獨立

美國父母與成年孩子的界限感主要表現在
：孩子在18歲以後，就要開始他們的獨立生活，
基本不再靠父母了。在美國大學裏，我見過許多
半工半讀的本科生，為了得到獎學金，他們還得
努力保持自己在各科中的好成績。

畢業後，找什麼樣的戀愛對象以及和誰結
婚，完全是孩子的自由，父母不會橫加幹涉，更

不會在意對方的家庭背景。
有一天，我的一位鄰居對我說：“我一位老

朋友的兒子選了你的課，他是我女兒的前男友，
哈哈。”

我了解到，這位鄰居不僅仍與自己的老朋
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還與朋友的兒子（即女兒
的前男友）保持著聯系。他們沒有因為兒女的戀
愛不成而生恨，他們明白這是孩子的事而不是
他們家長的事，當然，他們的孩子們也明白這點
。有了這種界限感，才避免了分手後的麻煩事。

當孩子要結婚了，父母會為孩子準備一些
東西以表示心意，但絕不會為了孩子的住房而
操心，更不會為孩子買婚房。那種為了孩子結婚
讓小兩口搬進自己住的大房子，而自己去租住
小房子的事，美國父母是想也沒想過的。

有沒有婚房，能否買得起婚房，什麼時候買
房，美國父母認為那是孩子自己的事，由他們自
己解決。

孩子結婚後，一般不與父母同住，就算與父
母同住，父母也不會幹涉孩子的婚姻生活以及
如何管教小孩子。

有一位美國父親告訴我：一次，他去看望結
了婚的兒子一家，在那裏小住了幾日。在那期間
，每當遇到兒子與兒媳爭吵，他都裝作沒有聽見
看見。對於他們管教自己孩子的方式，他也不表
態。他說：“那是我兒子自己的事，我要是貿然參
與了，往往會將事情弄糟的。”

實際上，父母與孩子之間保持這種界限感，
孩子也會保障父母的自主空間，不會在長大成
年後仍啃老，更不會在父母親失去老伴想再婚
時，怕家產旁落而去幹涉老人的婚姻。因此，在
美國極少見到為了家產而出現親人對簿公堂的
現象。
4 婆媳之間關系：較為和諧

緊張的婆媳關系是中國幾千年來的陋習之
一，這種關系的起因與父母和子女之間缺乏界
限感有關。

美國的婆婆與媳婦一般都能保持較好的關

系。我認識的一位中國女性嫁到美國。一次相遇
，我問她的生活如何？她說：“與我的婆婆相處太
容易了！我與丈夫在過節時去看望公公婆婆，一
起吃晚飯。想不到婆婆堅決不讓我動手幫她做
飯，說那應該是她的事，我是客人，應該呆在客
廳裏看電視、喝茶聊天。”這可不是孤例。我在美
國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家有復雜的婆媳關系，更
沒有聽說過因為婆媳關系緊張而導致小夫妻離
婚的。

那麼，美國人是不是從沒有家庭矛盾呢？當
然不是！有人的地方，都會有家庭矛盾，就會有
離婚與失和的現象。但在一個彼此保持界限感、
尊重個人生活空間的家庭裏，矛盾雖然無法杜
絕，但會少很多，也會和諧許多。
5 美國人家庭觀念淡漠嗎？

最後，我想解釋一下中國人普遍對美國人
的一種誤解，就是認為美國人家庭觀念淡薄、人
情冷漠。其實，美國人的家庭觀念很重。在美國
大大小小的白領辦公室，不論男女，辦公桌上必
放的一件東西就是全家福合影，而電腦的背景
圖片，也多是自己的愛人及孩子的照片。有的人
還把全家的各種合影裝入鏡框擺滿了辦公桌甚
至把照片貼到了辦公室門上。我沒有這種習慣，
曾被美國同事質疑過。

在公園裏與各種節日活動中，常常能見到
一家家美國人席地而坐野餐。美國人認為：在戀
愛時，你可以有多種選擇，且可隨時分手，好說
好散。但結了婚後，就有了家庭的義務，就要對
愛人忠誠。

我常見到我的美國朋友對他的妻子說“謝
謝”。我一聽就感到奇怪：夫妻間還要說“謝謝

“嗎？原來，既有各自的私人空間，又相親相愛，
才是許多美國家庭的真正特點。

美國人婚後對愛人不忠的現象較少，同時，
妻子（丈夫）也不會查丈夫（妻子）的手機，因為
界限感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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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槍文化美國槍文化————權力的博弈與權力的博弈與
歷史的產物歷史的產物
【來源:搜狐教育】

槍支文化”——這個字眼最早由
上世紀中葉非常活躍的美國公共知識
分子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出。他在

《美國槍支文化》一文中詳細剖析了美
國人愛槍、擁槍、難控槍的歷史淵源和
現實考驗。

事實上，美國的槍支文化，是由
美國早期特殊的歷史積澱造就的。可
追溯到19世紀60-80年代的西部牛仔
時代，後來牛仔時代的結束促成了西
部牛仔精神的 完全確立。隨著美國文
化的對外傳播，牛仔文化隨文學、電影
中的西部牛仔形象逐漸深入人心。牛
仔們獨特的服裝、語言、歌謠、槍文化、
決鬥方式等經過世人的演 繹，成為牛
仔文化的標誌。牛仔們奮進、開拓的正
史野史和傳奇故事成為美國文化的重
要內涵，激勵著一代代美國人。當時，
第一批歐洲人來到北美大陸，社會非
常 鬆散，政府還難以為民眾提供有效
的防衛，最可信賴的就是自身力量，而
槍支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發揮了舉足
輕重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美國在建國之初，曾
經對憲法作過一次關鍵性的補充。共
有十條補充條款，它們構成著名的《人
權宣言》。《人權宣言》第一條是關於言
論和信仰自由，第二條就是公民擁有
槍支的權利。槍支，在美國被認為是

“秩序的象徵和保守主義的圖騰”。
但是，200多年後的今天，美國槍

支氾濫已不是簡單的槍支文化所
能解釋的，它已遠遠超出了槍支文
化的範疇。

根據美國官方公佈的統計數
據，美國每年大約有 10 萬人無辜
遭到槍擊，有 3 萬多人被槍打死，
平均每天死在槍口下的無辜者有
近百人。據統計，美國槍擊致人死
亡的案件頻率是高收入國家的15
倍，是北約其他國家的10倍。而槍
支氾濫，是美國槍擊案頻發的重要
原因之一。

但槍支屢禁不止，其原因在於
：

1、槍支文化已經融入美國人
的血液。美國人對槍有著特殊的感
情，美國憲法肯定持槍權，擁有槍
械自衛的權利被視為美國精神的
象徵。

2、槍支問題的背後，大都涉及龐
大的經濟利益。槍支製造商在美國是
一股很強的政治勢力，甚至能夠影響
美國總統的選舉。因此，即使槍擊案頻
發，民眾要求禁槍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但美國國會幾次都無法通過控制槍支
出售的議案。

3、美國社會存在非常強大的支持
槍支權利的傳統勢力。對於眾多的槍
支權利擁護者來說，擁有和攜帶槍支
的權利與言論自由一樣，已被視為最
基本的人權之一。兩億多支槍的擁有
者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群體，在選民中

也占絕對多數，沒有哪個政治
人物會輕易地挑戰他們的利
益。

美國社會一個耐人尋味
的現象是，當奧巴馬宣佈控槍
舉措後，全美各地買槍者人數
大增，一些槍店的“攻擊性武
器”槍種售罄，買家需等待一
年才能到貨。僅去年一年，全
國步槍協會成員猛增25萬人
。去年的美國大選年早已表明
，全國步槍協會在美國政壇呼
風喚雨的能量早已令華盛頓
的政客們噤若寒蟬。

在全國步槍協會等遊說
集團的攻勢下，甚至一
些美國國會民主黨人
也表現出退縮。美國國
會參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帕特•
萊希對於舉行一系列相關聽證
會含糊其辭。參院多數党領袖裡
德公開談論奧巴馬的建議難以
在共和黨控制的眾院獲得通過，
並對禁止銷售攻擊性武器表明
退卻立場。

“槍文化”糾結著“槍政治”。
槍聲仍不絕於耳，慘案仍將不斷
發生。

注：【美國全國步槍協會】
有著 430 萬成員的美國全

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
sociation, 簡 稱 NRA) 成 立 於
1871年11月17日。位於弗吉尼
亞州費爾法克斯縣沃爾普斯米

爾路11250號的深藍色大廈便是全國
步槍協會。

大廈內有一個全國武器博物館。
在這個不准拍照，不准帶手機，也不准
記筆記的博物館內，陳列著美國歷史
各時期及世界各國各類槍支，其中一
個角落專門展出美 國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收藏的槍支，提醒著人們美國
歷史上多位總統均為全國步槍協會會
員，也暗示著這一協會迄今仍為美國
最為強大的利益遊說集團之一。

這一展覽表明，美國是一個從建
國之初便具有尚武特質的國度。美國
公民擁有和攜帶槍支有著深遠的歷史
、文化和政治背景。在美國殖民開拓、
獨立戰爭、西部大 開發、地方自治與

自衛等歷史背景下，擁槍被普遍認為
是美國人自由、人權、自衛的核心價值
體現。在長期的槍支文化積澱中，擁槍
甚至成為權利和男人氣概的象 征。美
國自二戰以來在世界各地的窮兵黷武
催化其國內暴力傾向，加之多媒體中
各類“超人”血腥暴力的諸般演繹，槍
文化在美國大行其道。

全國武器博物館的入口處在最為
醒目處鐫刻著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是
美國權利法案的一部分。第二修正案
全文為：“一支訓練有素的民兵，對一
個自由州的安全實為必要，民眾擁有
並且攜帶槍支的權利不容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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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大州的奇葩特色美國各大州的奇葩特色
你能不能忍你能不能忍？？
1. 阿拉巴馬州：兒童吸煙者最多

阿拉巴馬州是為數不多的把合
法吸煙年齡延遲到19歲的地區之一，
但這一加強人們健康的措施完全無效
，反而有更多的吸煙兒童。
2. 阿拉斯加州：衣原體率最高

儘管阿拉斯加州人口密度最低，
平均氣溫最低，但是病毒細菌依舊猖
獗。
3. 亞利桑那州：牙齒醫療服務最差

接近60％的居民無法獲得常規
牙齒健康檢查。退休的有假牙的老人
幾乎沒有。
4. 阿肯色州：高級學位人數最少

只有6％左右的人擁有學術或更
高的學位。
5. 加利福利亞州：環境污染最嚴重

這裡的空氣質量比洛杉磯還差。
6. 科羅拉多州：可卡因吸食者遍佈

如果你在派對上聽到有人談論
白色粉末，那就是可卡因。
7. 康乃狄克州：貧富差距最大

雖然康乃狄克州的入學率最高，
人均收入最高，但是富人的收入是普
通人的41倍。這就導致有錢人越來越
富裕，窮人越來越窮。
8. 特拉華州：居民運動量最少

這裡很少有人堅持每天鍛煉30
分鐘，每週3次。
9. 佛羅裡達州：沉船事故最多

佛羅裡達州人駕船就好像猩猩
吸毒後一樣興奮，從不顧後果。
10. 喬治亞州：公正廉潔度最低

這個州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
職期間大量接受賄賂。
11. 夏威夷州：流浪者最多

美國整體的流浪者數量在減少，
但是夏威夷的無家可歸者卻是其他州
的五倍左右。
12. 愛達荷州：司機技術最差

這裡的司機似乎只會在後面猛
推車，不過還好沒有太多的車禍發生。
13. 伊利諾斯州：鐵路事故最多

作為美國鐵路交通樞紐，生活在
這裡的讓人們說不準什麼時候後院外
的鐵路就脫軌啦。
14. 印第安納州：冰毒意外最多
15. 愛荷華州：種族差異最大

同樣數量的白人和黑人吸食大麻
，黑人被捕的數量卻是白人的 8 倍之

多。
16. 堪薩斯州：風景最醜

堪薩斯州的風景就像《綠野仙蹤
》的黑白場景一樣不堪入目。
17. 肯塔基州：動物保護措施最差

它已連續 7 年成為動物保護最
差的州。
18. 路易斯安那州：謀殺率最高

不僅謀殺率最高，被開槍致死的
人數也最多。所以一定要慎重考慮晚
上是否外出。
19. 緬因州：直升飛機場最少

為了著陸，也得先停在附近的新
罕布什維爾。
20. 馬裡蘭州：拘捕犯罪老人最少

表面上，老人都可以逃脫法律的
制裁，實際上，監獄裡的大部分犯人都
是50歲以上。
21. 馬薩諸塞州：無減價供應飲料
時間

1984 年，馬薩諸塞州就取消
了減價供應的飲料。這讓工作者
們 30 年以來在工作期間喝的都
是全價飲料。
22. 密歇根州：道路橋樑建設最差

密歇根州花在道路橋樑建
設的經費最少，路況就像老虎隊
在季後賽的表現一樣糟糕。
23. 明尼蘇達州：龍捲風最頻繁

2010年，這裡就發生145次
龍捲風。
24. 密西西比州：人均壽命最短

這裡的人們最多只能活到
75歲。
25. 密蘇裡州：小狗撫養所最差
26. 蒙大納州:人均交通事故死亡
率最高

蒙大納州曾經廢除過限速
的規定，所以司機想開多快就開
多快。不過現在又恢復了限速。
27. 內布拉斯加州：家具製造業最
少

很難找到一張內布拉斯加
州製作的咖啡桌。
28. 內華達州：離婚率最高

在這裡很難得見證一場幸
福的婚姻。
29. 新罕布什維爾：內陸水道最少

千萬不要幻想能夠在這裡
划船航行。

30. 新 澤 西
州：超 速 罰
款金額最高

超 過
每小時10英
里的限速很

有可能比飆車罰款更嚴重。
31. 新墨西哥州：意外死亡數最多

這是自殺者最好的去處。
32. 紐約：稅收最沉重

紐約稅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
39％。雖然根據生活水平做出了相應
調整，但還是稅收最高的地區。
33. 北卡羅來納州：教育水平最差

因為教育經費的支出較少，老師
學生比率較低以及較高的聾啞兒童比
例，這裡毫無疑問的成為了教育落後
州。
34. 北達科它州：旅遊景點最少

坐落在美國北部的它，只有國家
水牛博物館一個較為著名的景點。
35. 俄亥俄州：水質最差

這裡的水是最不清澈的。

36. 俄克拉荷馬州：農產品消費最低
這裡以快餐著名，但是它的蔬菜

水果消費量真的很少。
37. 俄勒岡州：止痛藥濫用度最高

俄勒岡居民的止痛藥神聖不可
侵犯。
38. 賓夕法尼亞州：橋樑質量最差

23％的橋樑存在問題，過橋時就
像過鬼門關一樣。
39. 羅德島州：教師缺勤率最高

羅德島州的老師領著高額工資
卻不給學生好好上課。
40. 南卡羅來納州：暴力犯罪率最高

十萬居民中有 766 名使用暴力
犯罪。
41. 南達科他州：教師工資最低

這對於老師來說，是個十足的壞
消息。
42．田納西州：危險係數最高
43. 德克薩斯州：人均高中畢業生人數
最少

居高不下的輟學率，讓德克薩斯
80％左右的人都沒有高中畢業證。

44. 猶他州：最怪癖的州
這裡的人們對 Facebook 非常迷

戀，狂熱。
45. 佛蒙特州：違法使用藥物最常見

作為兒童人口最少的州，大多數
居民懂得藥物能給自己到來的快樂。
46. 弗吉尼亞州：人均石油產量最低

石油少也比衣原體多強。
47. 華盛頓：Facebook使用人數最少

華盛頓的居民都不喜歡用Face-
book追星。
48. 西弗吉尼亞州：大學畢業生最少

這裡是一個黑洞：最少的大學畢
業生，最少的全職工作者和最不景氣
的經濟狀況。
49. 威斯康辛州：非裔美國人逮捕率最

12.8％左右的非裔美國人被監
禁，達到了全州平均水平的兩倍。
50. 懷俄明州：自殺率最高

十萬人中有23個人左右有自殺
傾向，值得慶倖的是，懷俄明州人口稀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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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五

“10年前，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冬奥
会的圣火也能在中国点燃，如果我也能在自己的国家参加冬
奥会，那该是多么荣幸。现在，我的梦想可以实现了。”花样
滑冰运动员张昊说。

如今，北京又一次进入到“奥运时刻”。4年之后，冬奥
会的举办将使北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主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
会的“双奥之城”。

有了10年前的经验与遗产，这次中国更从容、更自信了。
2015年，汪涌作为申奥代表团成员赴马来西亚吉隆坡，见

证了冬奥主办权的落定。“2008年奥运会的人才和场馆都得到
了很好的利用。高铁的开通将大大缩短北京到崇礼、张家口、延
庆的距离。5G时代的来临也会给奥运会带来很多的变化。我相
信，2022年会留下‘冬奥一代人’，让中国持久受益。”

在让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下，越来越多的冰场、雪
场从北方蔓延至南方，冰球等运动成为青少年的“新宠”，冰
雪产业也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杨扬目前担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谈到对冬奥
会的期待时，她说，“我希望北京冬奥会是一个走心的奥运会，让
冬奥会产生更多的社会化效应，让世界对中国的竞技体育有新的
看法和认识，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相辅相成。”

冬奥申办成功 3 年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各项筹备
工作稳步进行——场馆建设全面提速，赛会服务保障全面
升级，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提升着当地居民的幸福指
数。

今年 2月，陈中带领北京体育大学的 50多名学生赶赴平
昌冬奥会，在闭幕式上完成了精彩绝伦的北京8分钟表演。这
次经历，仿佛又让她回到了10年前的奥运赛场。

“我和同学们走上闭幕式的时候，看到很多冬奥会冠军佩
戴金牌入场，想起当年自己参加奥运会时，也是同样的模
样。虽然已经退役了，但能以这种方式助力奥运，感觉还是
很骄傲的。”陈中说。

作为参加过5届冬奥会的“元老”，34岁的张昊也在期待
着自己的第六次冬奥之旅。“我希望有更多人了解中国冰雪的
魅力，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面对冬奥会的“诱惑”，众多 10 年前的奥运会志愿者也
已跃跃欲试。得知北京团市委在高校选拔挂职干部，组建冬
奥志愿服务专班，李红涛第一时间就报了名，并如愿上岗。

“2008年，中国架起了国家间友谊的桥梁，而我是桥梁的
一块基石。2022年，我的微笑将在为奥运奉献的旅程中继续
绽放。”李红涛说。

四

一场夏末的降雨过后，气温凉爽了不少。入夜后，北京奥
林匹克森林公园里人头攒动——无论春秋冬夏，几乎每天都有
数不清的跑者在公园的健身步道上肆意奔跑、挥汗如雨。

要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留下的无形遗产，全民健身肯定首
屈一指。奥运会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让运动成为国人的

“家常便饭”，并助推体育产业高速发展。北京奥运会后，8月
8日成为中国的“全民健身日”，每逢此时，全国各地的健身
活动都会竞相上演。

奥森公园正是在北京奥运会前竣工的。汪涌回忆说，为了
让更多的老百姓参加锻炼，在公园里修建了一条 10公里的塑
胶跑道，当时还有很多人觉得“太超前”。没想到奥运会后，
在跑者的热情之下，按照三到五年寿命设计的跑道，不到两年
就使用过度了。

“奥森公园像一个催化剂，对全民健身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这里，你一定会被大家激励和感动，在不经意的参与中改变
生活的轨迹和方式，这就是体育的力量。”朱希山说。

遍布全国的马拉松运动，成为中国人健身热情的如实写
照。2017年，中国举办了 1102场马拉松规模赛事，2011年这
一数字仅为22场，7年间增长了50倍。

“2001年的北京马拉松比赛，还需要单位工会、高校组织
和动员人参加。如今，北马已经一票难求了。”汪涌说。2017
年的北京马拉松比赛，有近 10万名跑友报名，再次刷新了国
内马拉松赛事的报名人数纪录。

从爱上运动，到带动更多人运动，许多昔日的奥运参与者
如今已是全民健身的“排头兵”。汪涌成立了“首都媒体跑
团”，利用媒体优势和资源宣传科学健身、推动跑步健康发
展；朱希山则成为“北京医师跑团”的会长，发挥医生跑者的
专业技能，宣传科学、安全、快乐奔跑的重要性。

一

10年前的2008年 8月 8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
“体操王子”李宁以“飞人”之姿点燃了北京奥运会主火炬。

作为在“鸟巢”服务的医疗志愿者，朱希山刚刚把一名身体不适
的外国贵宾移送到几公里外的中日友好医院。返回“鸟巢”时，错过
了整场开幕式演出的他，赶上了火炬点燃的一刻。

“我看到身边很多人掉下了眼泪。有北京大学的志愿者，也有几
位老者。”回想起10年前的那一幕，朱希山说，感觉中国人积蓄了很
长时间的感情，在那一刻迸发出来了。

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的场内火炬传递仪式中，共有8名火炬手，跆
拳道奥运冠军陈中是倒数第三棒。在此前的悉尼和雅典奥运会上，陈中
都斩获了金牌。为了备战家门口的奥运会，饱受伤病困扰、本已打算退
役的她决然走向赛场。

“作为运动员，能够参加北京奥运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在开幕式上传递火种，更是荣幸和骄傲。”陈中说。

新华社记者汪涌自 2001 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便担任驻会记者。
他记得当时为了保密，点火仪式的彩排往往要到凌晨才进行。为了采
访报道开幕式彩排，他常常在深夜背上电脑，绕着“鸟巢”转好几圈
才能找到入口，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震慑人心的击缶表演、徐徐展开的水墨卷轴、《我和你》的动人
旋律……直到今天，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依然是奥运开幕式的对标和
比较对象。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告诉全世界，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勤劳勇
敢的民族，也是一个浪漫唯美的民族。”汪涌说。

二

从2008年到2018年，奥运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百
年之前的“奥运三问”（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派支队
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因此而有了完美的答案。

对中国体育而言，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跃进的
起点。在那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共获得51块金牌和100块奖牌，第一
次登顶奥运会金牌榜。自此，中国竞技体育“多点开花”，不断勇攀高峰。中
国运动员的强劲实力与个人魅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与释放。

更多的改变则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2001年申奥成功时，北
京投入运营的地铁线路只有两条；到2008年，地铁线路已经包围了
中心城区。“鸟巢”“水立方”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的新地标之一……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人因奥运会的举办而更加自信，向世界敞
开怀抱的态度更加明确。

“10年时间，国力的提升、实力的增长、心态的变化、经验的增加，这
都是经历奥运之后的收获。”汪涌回忆道，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所有人都没
有经验，于是大家”如饥似渴“地向国际奥委会和历届奥运主办城市求知、
学习。经过北京奥运会以及随后的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等大赛历练，
一大批人才成为了所在领域的专家。如今，在筹办北京冬奥会的过程中，
有1/3的工作人员是参与过北京奥运会的优秀人才。

“中国人的眼界和境界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学习、仰视，到后
来的平视，如今我们已经能够在符合国际规则的情况下创新发展，
创造出中国的模板和经验。”汪涌说。

北京奥运会之后，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中国声音与智慧也越发
响亮。2010年，短道速滑名将杨扬当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
员。今年期满卸任之后，速度滑冰奥运冠军张虹接棒当选。

“要让中国体育发出更响亮的声音。”杨扬说，“中国人能够为世
界贡献智慧，这也是重要的话语权。而更重要的话语权不是结果出
来后再去质疑，而是参与其中的规则制定。”

三

不久前，一场纪念北京奥运十周年的主题活动在北京奥
运博物馆举行。活动上，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教师李红涛讲
述了10年前自己与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的故事。

“当时我在‘鸟巢’的热身场地为运动员提供服务，博尔
特热身时，我把志愿者手腕上的‘微笑圈’送给了他。没想
到，代表着志愿服务精神的‘微笑圈’竟陪伴着博尔特飞驰
赛场，屡屡夺冠。”

回忆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李红涛说，北京奥运会是众多“80
后”中国青年的集体亮相。“他们在各类岗位上提供热情、周
到、专业的志愿服务，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充满活力的中国，看到
了富有热情、尊重规则、充满人文情怀的新一代中国青年。”

也正是在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首次设立了专门
环节，由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向志愿者代表献花，

表达对志愿者无私奉献的感谢之情。
而参与北京奥运会的经历，也影响和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轨迹。
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的李红涛留在北京体育大学研究

生院从事学生管理工作，他在组织指导学生参与世界大赛志
愿服务的同时，还担任了“冠军班”辅导员，如今在读的郭
文珺等名将，正是昔日北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同样回归校园的还有陈中。2009年离开赛场之后，她回
到北京体育大学担任团委副书记。这几年，她组织了“奥运
明星巡讲”，让奥运冠军的经历给青年学生带来正能量。

从协和医学院毕业之后，朱希山选择留在北京。如今，
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肿瘤诊疗中心的医生。他说，当年一
同服务的医疗志愿者，有一半在北京工作，成为各大医院的
骨干和中坚力量。每年的8月8日，志愿者的微信群里总是特
别热闹。

“奥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的工作和事业，不管遇到什么
情况，都要不怕困难，勇于拼搏。”朱希山说。

（本版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2008 年 8 月 8 日，志愿者和游客在“鸟巢”旁
与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合影留念。

滑雪教练在鸟巢欢乐冰雪季冬奥项目体验区
展示滑雪技巧。

奥运十年 面向世界的改变
本报记者 刘 峣

志愿者和青少年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
加跑步活动。

20172017 年年 1212 月月 1515 日日，，北京北京 20222022 年冬奥会会徽年冬奥会会徽
““冬梦冬梦””和冬残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飞跃飞跃””发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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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名摩托車黨高速飆車名摩托車黨高速飆車
發生連環車禍發生連環車禍

FBIFBI發布語音留言警訊發布語音留言警訊 提醒華人免於受騙上當提醒華人免於受騙上當

【本報訊】到世界原油價格徘徊不前，
一直持續低於70美元一桶的行情以及美國石
油庫存量增加的影響，休斯頓和聖安東尼奧
上周的汽油價格也略有下降，

根據最新的數據，休斯頓標準無鉛汽油
的價格為每加侖2.6美元，下降1.7美分，同
時，聖安東尼奧的油價也略有回調為每加侖
2.51元。

根據全美的油價統計，全美平均油價為
每加侖2.86美元。

但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休斯頓的油價

每加侖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5美元，聖安東
尼奧的油價也比去年高出0.4美元以上。全
美的油價也增加了0.52美元。

能源部上周的報告指出，全美原油的庫
存提高了1%，達到380萬桶，而油價也從7
月份的74美元一桶降至68美元。

能源專家預測，今年的油價受到供需和
庫存的影響，不會超過一加侖3美元的關口
。由於油價受到各種不利因素的制約，因此
，駕駛人今夏和年末仍然可以享受到低油價
的惠利。

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國際區區長李蔚華召開例行董事會討論各項政策。。((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
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10日發布一項警訊，關於近
期一項針對說普通話的在美
華人及旅客所做的自動語音
留言(robocall)電話詐騙手法
。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貿易委
員會(FTC)官員觀察近幾個月
有關自動語音的犯罪紀錄激
增，聯邦調查局和聯邦貿易
委員會並與中國駐休士頓總
領館 (Consulate-General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合作，提醒說普通話
的華裔民眾千萬別向詐騙集
團透露任何個人隱私訊息。

這種詐騙手發通常是隨
機向具有美國電話號碼的民
眾發送預先錄好的語音留言
，對方會謊稱自己是中國領

事館的雇員，接著，詐騙者
會提及中領館有一個包裹需
要受害者簽收，所以希望受
害者提供個人訊息以釐清在
美國的出入境狀態。另一個
手法則是，詐騙者用假借領
館的電話號碼打給受害者，
並用普通話溝通，用以取信
受害者，並騙取個人訊息。
聯邦調查局表示，這種詐騙
手法共同點都是針對美國境
內講普通話的人下手。

聯邦調查局、聯邦貿易
委員會和休士頓中領館強烈
反對個人向任何來電者提供
訊息，聯邦調查局助理探員
Darryl Wegner表示，這種詐
騙通常會讓剛來美的新移民
或旅客感到疑惑，一不注意
就受騙上當；聯邦貿易委員

會律師 Patti Poss 說， 「無
論是誰撥打電話，都不要向
任何人匯款或發送社安號碼
、銀行或信用卡及其他隱私
訊息。」

中國駐休士頓領事館仍
會致力保障來美旅行的供民
免受一切犯罪侵害，特別是
那些蓄意針對中國公民財政
的犯罪行為。

美國和中國官員敦促那
些曾接獲詐騙的受害者或可
能已受騙的民眾聯繫聯邦調
查局休士頓總部辦公室，電
話：713-693-5000，聯邦
調查局的網站 tips.fbi.gov或
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投訴網站
www.ftccomplaintassistant
。

【本報訊】 據報道，10名摩托車手日前在
I-10上高速向東行駛，一位民眾致電911稱看見
有摩托車黨在高速上飆車。接著，其中一名車手
不小心撞上了一輛行駛較慢的汽車後彈開並撞向
了另一位騎手，導致連環車禍。

據警方消息，其中一名騎手傷勢嚴重，已被
立即送往醫院。Katy Freeway靠近Washington
Avenue的地段昨晚通宵關閉。飆車案件目前仍
在審理中，10名摩托車手或面臨指控。

休斯頓汽油價格略有下降休斯頓汽油價格略有下降

休斯頓油價略為下降休斯頓油價略為下降。。

官方呼籲民眾千萬別受騙上當官方呼籲民眾千萬別受騙上當。。((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章劉嘵撰文)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8月5日在總校大禮堂
舉行中文教師培訓、特別邀請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心理學
博士，現任蘇州大學教育學院碩士生導師丁芳教授為《兒童語言
學習的心理特點與興趣培養》講座的主講人，講座主要講述她的
教學理念，丁芳教授表示：教學應圍繞學生而進行，老師的價值
是為學生起一個指導的作用，學生的學習心態與興趣培養是至關
重要的。培訓講座以教導兒童學習中文的動機、學生的特點、中
文學習的5c目標、中文課堂教學設計、創造溝通環境等五大內
容作為的議題的切入點。

每個人學習一門語言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語言交際能力。
教導兒童學習中文，首先激發孩童學習動機是重要的關鍵。他們
通常會考慮四個問題：“我學中文有用嗎？”、“它是什麼意思
？”、“學起來有趣嗎？”、“我能學會嗎？”在兒童的價值觀
裡，中文的抽象與形象、有無樂趣、意義、學習時能否理解消化
是重點。那麼，中文教師該如何做呢？根據兒童的心理髮展水平
和特點，選擇中文教學的內容、活動和方法。以學生為中心構建
中文教學的理念和教學設計，並使學生能將所學的中文應用於生
活。課堂要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觀察學生反應並調整課程以優
化學習效果，促進學生認知能力發展、提升專注度、提供練習語
言的機會，以便未來可以實際應用於社交中。

學生在學習中難免會有註意力不集中的情形，教師可以試著
改變活動、環境或呈現信息的方式風格。教師應做好課前預備，
例如：查找相關教學資料、設計活潑的教學活動等；課中，教師
應觀察學生參與課堂情況，必要時為學生做示範並解答疑惑，了
解學生對學習目標的掌握程度後，按學習成果制定評量。為了讓
課堂有良好品質，教師應制定明確、合理、公平的規則以維持學
童秩序。但同時教師應要能看到每個孩子各自獨特的魅力及發展
的可朔性。

美國外語學院以溝通（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
）、貫連 （Connections）、比較 （Comparisons）、社區

（Communities） 並 稱
“5C”，做為學生學習
的目標及過程，期望學生
最終可以達到終身學習、
自我實現的層次。在溝通
方面，以學生能用自己的
方式理解詮釋文字意義，
並流暢表達為標準；文化
上，教學目標以學生能獲
取且理解中國文化的信息
為主；貫連的目的是讓學
生能有觸類旁通的能力，
與其他學科知識貫連運用
，增廣見聞；比較的部分
是以中英文兩種語言為主
，讓學生通過比較語言覺
察中美文化特色；最後社
區是指學生能將所學的語
言實際應用出來，在未來
能自我學習，也將中國文
化融入生活中。而要能更
好的讓學生學得第二語言
，創造以第二語言為主的
溝通環境是必要的，老師
製造溝通情境讓學生練習
，也能增添課堂教學的趣
味性。

丁芳教授的語言教學，時刻記住課堂活動的意義是為了更有
效的語言教學。借鑒國際上先進的第二語言教學理念和方法，運
用於中文和中國文化的教學中。丁芳教授總結自身教學經驗，認

為“教無定法”是老師們應在教學過程中不斷進行的反思，教學
法可以千變萬化，但應以“有意義”和“有趣”為教育孩童的不
變宗旨。教育絕非單純的文化傳遞，教育是一種人格心靈的“喚
醒”，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

華文教育名師巡講華文教育名師巡講
兒童語言學習的心理特點與興趣培養兒童語言學習的心理特點與興趣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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