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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貸款購房政策
在美國買房的人很多，那麼美國貸款購房
的政策是怎麼樣呢?想必是出國人士比較關心
的問題，一起瞭解瞭解美國貸款購房政策解讀。
美國民眾能否買得起房很大程度取决于是
否可以獲得銀行的貸款，而銀行是否貸款就要
看借款人的收入情况。在多德弗蘭克法案要求
下，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出臺了美國房貸市
場的新法規，並于 1 月 10 日正式實行。根據法規
，貸款方需要證實借款方確實可以償還房貸。因
此，貸款銀行不得不考慮一系列因素，如借款人
收入、現有負債、信用歷史等，以證實借款方的
財務狀况健康。

根據美國抵押貸款銀行協會公布的資料顯
示，近期美國房貸申請件數持續下滑，一度創下
近 13 年以來的新低，這反映了美國房貸利率走
高帶來的影響。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已七年之
久，而曲折前行的美國房價如今正逐漸回歸最
高峰。數據提供商 CoreLogic 公布的最新報
告顯示，去年 11 月份美國住房價格同比上漲
11.8%，連續第 21 個月實現同比增長。此外，美
國 50 個最大的大都市會區中，有 10 個地區
的房價已經回到歷史最高水平。不過，在房
價上漲的同時，美國抵押貸款利率水平也在
上漲。據房利美數據，自 2013 年 5 月美聯儲
首次釋放退出量化寬鬆(QE)
首次釋放退出量化寬鬆
(QE)信號以來
信號以來，
美國 30 年期抵押貸款利率累計上漲超
過 1 個百分點，達到 4.5%左右。
據悉

，海外買家在美國申請貸款買房，大約需要兩個
月左右的時間。在房價瘋狂上漲的同時，抵押貸
款利率也在快速上升，這對成交量的影響非常
大。有分析人士表示，現在美國樓市過分依賴一
次性付清全款的買家，但房價上漲必須依靠傳
統的買家，他們通過按揭貸款借錢，因此，現在
貸款的借款標準和利率提高可能阻礙美國樓市
復蘇。根據高盛的報告，金融危機前美國
“ 一次
性付清”
性付清
”
購房交易的比例只有 20
20%
%，但現在卻上
升至近 60
60%
%。
《巴倫周刊
巴倫周刊》
》認為，今後三年美
國房價仍將上漲，但是漲速要慢得
多，不會再出現去年這樣兩位數的
增 長。
長。( 取
材網路))
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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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貸款詳解小公式
看你多能貸多少
3. 快速計算能貸多少款

遇到過很多貸款人，很多人都認為在美國買房，房子必須
是自住屋，其實不然，使現在是在租房子住，如果有的資金和
好的房源，也可以直接申請房買房貸款。而且貸款買房也遠沒
有你想像的那麼難。

美國買房貸款申請的
“房”分三種：

自住屋(Primary Home)：如字面意思，是買來自己住的
第二套房(Second Home)：是指不長住的房子，但是偶
爾會去住一下，例如在某旅游景點附近，海邊的房子等等；
投資房(Investment Property)：是期望著通過購買出租
收，或者是低買高賣得到。
在不少地方，由于地理，工作地點或者環境因素，可能購
房者會認為相對自住而言更適合做。
舉個例子：
同樣是 4 房 3 衛的獨立屋，在沿海可能要買超過 100 萬，
但是內陸可能 30 或 40 萬就能買到，同時可能就差個幾百塊
錢。
也就是說，房價和房租不是成線性相關增加的，這就是為
什麼有的地方放 20%的就能有正的現金，有的地方卻放 40%的
都收不回房貸和地稅等。
下面是在貸款購買美國房產做時常被問到的幾個問題。

1.美國房產收入要多少？
和自住屋審核有區別嗎？
沒有區別，房收入的審核依然是看 DTI(Debt-to-Income
Ratio)，也就是：
房貸+地稅+保險+HOA+車貸+信用卡還款額 ≦ 45%稅前月
收入
更好的是，買房的話，房可能的收入會被算入可使用的收
入，其算法是，乘以 75%，再減去房的月供，如果剩下的是正
數，那麼加到分母裏；如果是負數，則加到分子裏。所以，有
時你會發現直接買房甚至能獲批更高額度的貸款。這個怎麼決
定呢？貸款都要做房屋估值(Appraisal)，銀行會參考 Appraisal Report 上 Appraiser 給出的建議。Appraiser 會對比附近房
子大概的，做出一個“Comparable Rent Schedule”，給出自
己的建議出租額度。

2.需要多少，有額外要求嗎？
買房需要 20%，但是除了和 Closing Cost 之外，房的貸款
申請還需要有資金儲備(Reserves)，其額度要求是 6 個月的
PITIA。
什麼是 PITIA？
PI = Principal & Interest，房貸
T = Tax，地稅
I = Insurance，保險
A = HOA，管理費
所以 PITIA 指的就是：每月房貸，地稅，保險以及管理費
的每月額度。
要給銀行看到還有 6 個月 PITIA 這麼多的錢在你的支票帳
戶或儲蓄賬戶（Checking/Savings Account）中。這些錢不用
花掉，但是要存在裏面。
除了支票帳戶或儲蓄賬戶這種現金帳戶（Cash Account）
之外，股票(stock)，退休金(Retirement Account)，美國養老金
計劃（401K）都可以。不過，股票要打 30%的折扣，退休金要

貸款之前，很多人會問：我到底能貸多少款，有一個簡單
的算法，在提交銀行審核之前可以自己先算一算能夠貸多少，
銀行也是大致這麼算的：
房貸+地稅+保險+HOA+車貸+信用卡還款額
≦45%稅前月收入
舉例來說，某申請人想買 80 萬的房子，想看看能不能貸
款 60 萬，假設他能拿到的利率是 4%，那麼每個月付款額是$2,
864.49， 地 稅 銀 行 一 般 以 1.25%/年 來 算 ， 那 麼 每 個 月 就 是
$833.33。

假設房屋保險一個月是$100，HOA 一個月是$300，車貸
一個月是$300，幾張信用卡還款額是$100，那麼所有的費用總
額是$4,497.82/月。
又假設申請人的年收入是$120K，那麼一個月就是$10K。
所以，這個百分比就是 4497.82 除以 10000 等于 44.97%，
小于 45% ，所以這就是他大概需要的收入。大家可以按照這
個方法簡單算一算自己可以貸多少款。
注：根據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有的申請人的百分比可以寬
限到 50%

4.關于信用以及利率等
打 40%的折扣。
另外，切記房的貸款申請不能用贈與基金（Gift Fund），
所有的和資金儲備都必須是自己的錢，包括夫妻間也不行！
比如男方一個人申請貸款，不能用女方的資金，也不能把
只有女方一個人名字的賬戶裏的錢轉到男方的賬戶裏使用，但
是共同賬戶是可以拿來使用的。如果實在沒辦法，可以考慮兩
個人一起申請。
所以如果有買房的打算但資金又不夠的話，提前兩個月以
上把錢打過來準備好，銀行會看兩個月的銀行流水（Bank
Statement）。
例如你 9 月份申請貸款，兩個 statement 的區間是 8 月 1
日-8 月 31 日以及 7 月 1 日-7 月 31 日，那麼錢就要 6 月份或者之
前打過來。
不過如果你需要使用收入，那麼要兩個月的銀行流水；如
果你的工資收入夠扛住貸款不需要使用收入，那麼一個月的銀
行流水也可以。

不同銀行有不同要求，但信用分數一般 620 分以上就可以
。房貸款利率比自住屋差一些，但是不會很多，其它條件相同
的話，從 0.125%到 0.500%是一個正常的範圍。(文章來源：美
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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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美國房地產評估流程與方法

房地產的金融分析包括項目盈利分析、成本分析、融資結
構分析、價值分析和風險分析。金融分析最終結果直接決定我
們是否要去投資一個項目。只有當回報率足夠高時，我們才會
考慮進一步分析項目的可行性。下面介紹價值分析中主要的三
種方式，其中啟點華盛頓特區的住宅改建項目通常采用市場對
比法，啟點邁阿密的學生公寓通常采用收入估值法。

– 空置和收租損失（vacancy and collection loss）
= 有效毛收益（effective gross income）
– 運營成本（operating expense）
= 淨經營收入（net operating income (NOI)）
2.如何估計資本率（capitalization rate）？
資本率或可以從近期相似交易得出：資本率 = 參照房產的
淨收入（NOI）/參照房產的價值（value）
3.房產價值（value） = 淨收入（NOI） / 資本率（Capitalization rate）

房地產評估的基本流程
一、明確估價對象的基本事項，包括:
弄清估價對象的實際情況，如所處市場環境和資產狀態及
地理位置。
弄清估價對象的權利狀態，如完全產權、設定有其他某項
權利的不完全產權等等都必須明確。
弄清估價對象價值範圍，如單純的評估土地的價值，或者
單純評估房屋的價值，或評估一幢房屋中的某個部位等等，都

二、成本估值法
美國房屋估價最常用的三種方法介紹
隨著房地產顧家的服務領域不斷被開拓，房地產估價的相
關理論和方法體系也在逐漸改進完善中。起點將闡述美國最基
本的三種房地產估價方法。
收入估值法（income approach）：未來收入
的折現，多用于商業房地產的估值。啟點所有的
商業地產和學生或酒店公寓項目多采用收入估值
法。
成本估值法（cost approach）：項目造價，
或說是硬成本和軟成本總和，多用于新建或非常
見的房地產的估值。銀行進行建設貸款是常采用
該估值方法。
市場對比法（sales comparison approach）：
將近期出售的相似房產價格作為基準估值，多用
于居民住宅房地產的估值。

成本估值法：實際就是建造新項目所需要的硬成本和軟成
本總和，通常用于建設貸款估值。

三、市場對比法
市場對比法：將近期出售的相似房產作為基準，與項目進
行對比並估值。參照用的房產和待評估的房產之間的差別需要
進行價格調整。調整的原因可以是大小，使用時長，地點，房
產狀況，出售時的市場狀況。

一、收入估值法

必須明確。
弄清估價目的，由于同一房地產出于不同的估價目的，其
估價結果往往不同。例如，申請建設貸款時，銀行通常采用成
本估值法，在成本估值的基礎上貸款一定比例給項目公司作為
建設貸款。二次貸款時，銀行或貸款公司通常采用收入估值法
，因為這個時候資產已經可以產生現金流，具有長遠的效益。

二、搜集估價所需資料
由于估價對象和所采取的估價方法的不同，房地產估價所
需的資料也不同。一般來說，所搜集的估價資料包括：
產權資料
房屋建築資料
市場交易資料
土地資料
法律和規劃資料

三、實地查勘估價對象
實地查勘是就估價對象的有關內容到實地查清核實，從估
價對象房地產的實體構造、權利狀態、環境條件方面的具體內
容進行客觀確認。

收入估值法：房產的價值是項目的未來的現
金流的折現，其中一個常用的方法就是直接資本
化法。
直 接 資 本 化 法 （direct capitalization method
）：使用第一年的淨經營收入（net operating income (NOI)）和資本率（capitalization rate）。
1.如何計算淨經營收入（NOI）？
住滿時租金收入（rental income if fully occupied）
+ 其他收入，如停車費（other income）
= 潛在毛收入（potential gross income）

啟點在華盛頓特區的住宅改建項目通常采用市場對比法。
華盛頓特區項目周期在 1 年左右，退出策略以出售為主，短平
快，所以我們會比較項目附近類似的房產銷售記錄，6 個月之
內類似房產銷售記錄是項目售價有力的參考憑證。

房地產評估的基本流程
一、評估機構必須是由銀行指定或認可的。
二、房屋的價值不是由銀行評估的，而是由專業的評估公
司評估。市場上有很多評估公司，一般是與銀行合作的，借款
人也可以自己選擇評估公司，但是必須要是銀行認可的評估公
司，否則評估報告是無效的。一般銀行是會指定評估公司的。
三、出評估報告需要一周左右。評估結果會作為客戶貸款
額度的一個重要參考因素。但是這個評估結果並非是當場得出
的，評估公司通常需要一周左右的時間出評估報告。如果急用
錢，需評估公司“加急處理”，評估公司可能會收取額外的費
用。
四、評估費低幾百元。評估房屋價值是需要收取評估費的
，這筆費用由借款人承擔。不同評估公司收費標準不同，評估
費還與房屋市值以及地理位置有關，評估費通常低數百元起。
(文章來源：美房吧)

房地產現況 4Status of Real Estate
I/房地產專日/180814A
簡 房地產現況
星期一

收租

和

2018 年 8 月 27 日

A4

Monday, August 27, 2018

美國房產投資
坐等升值

哪個更賺錢？

實現的資本利得。
在考慮購買資本增值的房屋時，獲得可觀的資本增長是每
個投資者的目的
。
？
資本增值的優點是具有產生長期資本收入的潛能
。不足之
租金收入就是
處在于持有該類投資性房地產期間需面臨利率風險
，
如果按揭
ROI ( Return on Investment orRental Yield）, 也就是指租金收入，它是指租房獲得 利率上調，您很可能要向房貸月供貼錢。
租金與房屋價錢的比值。租金可用來衡量房產的投資收入情况，
3. 適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以及真實的市場需求。
如果是首次置業或者希望每個月能通過房屋產生現金流，
租金收入很重要，因為它們可以幫助還貸款，這是購買投資
則
“租金”更適合你；
房主要目的。
如果投資多套房屋，選擇其中幾套高租金的房屋，使用多餘
租金的優點是投資風險較低，能產生現金流，從而幫助保護
投資者免受利率衝擊，同時減少持續現金 的現金來支付另外幾套高資本增值的房屋開支；如果資金充裕，
當然是
“資本增值”為更好的選擇。
投入的潛在需求。
當然，在房產出售時，資本增值很可 取材網路
能會比擁有強勁資本增長的房產（獨立
屋）低，特別是將房屋年複合增值率的影
響考慮在內，這是其最明顯的劣勢。

1. 何謂租金收入

在海外做房產投資，
“租金收入”和“資產增值”
，誰才是真愛
？
雖然有可能同時獲得既有強勁資本增長又有高租金的房子
，但這種情况實屬罕見。通常，投資者需要在這兩者之間做出抉
擇。
雖然美國目前房市整體漲勢看好，但是區域發展亦不平衡，
所以投資者要區分地區來客觀地分析租金和增值收益。

2. 何謂資本增長？
資本增值就是所謂的 Capital Gain
or CapitalGrowth, 也 就 是 房 產
現有資產價值減除購入時的價
格，所賺取或損失的價值。
即當持有的可變
賣資產（如股票、或
者房產）
，在脫手時
，其賣價高于原先
購進成本，即產生
利潤，此利潤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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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Tan

陳太太

(國,台,英語)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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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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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為什麽如此火爆？

哪些地區的房子最搶手？

在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刺激下，以及
美國房地產行業自身的市場出清，2012 年美國
房地產市場迎來復蘇的拐點，實現了連續六年
的繁榮。儘管三大指數變化幅度略有不同，但都
表明當前美國房價從 2012 年底部已回升了 40%
左右，接近或超過歷史最高點。

美國房市火爆的背後，離不開這四大助
推因素：

▶1.勞動力市場改善提振了美國房地產市場的
需求，
“千禧一代”成為住房需求的生力軍。
▶2.住房供應相對短缺，特別是建築業勞動力缺
口問題較為嚴重。
▶3.低利率環境助推房價上漲。
▶4.中國等海外買家熱情高漲。
空置率是指某一時刻，空置的房屋面積和
總房屋面積的比例，是衡量房地產風險的重要
指標。如果住房空置率在 3%以下，則說明房地
產市場相當健康，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當地的
房子非常搶手。
那麼，美國哪些地區的房子空置率最低，最
搶手呢？下面跟小編一起瞭解一下美國城市住
房空置率最低 20 強吧。

美國城市住房空置率最低 20 強
20.丹佛-奧羅拉-萊克伍德，科羅拉多州（Denver-Aurora-Lakewood，Colo.）
空置率：0.56%
19.華盛頓特區-阿靈頓-亞歷山大，華盛頓特區弗吉尼亞州-馬裏蘭州-西弗吉尼亞州（Washington-Arlington-Alexandria，DC-VA-MD-WV）
空置率：0.56%
18. 奧 格 登 - 克 利 爾 菲 爾 德，猶 他 州（Ogden-Clearfield，Utah）
空置率：0.55%
17.波士頓-劍橋-牛頓，馬薩諸塞州-新罕布什爾
州（Boston-Cambridge-Newton，MA-NH）
空置率：0.54%。
16.. 洛杉磯
16
洛杉磯-- 長灘
長灘-- 安納海姆
安納海姆，
，加利福尼亞州（Los
Angeles-Long Beach-Anaheim，California）

10.奧斯汀-朗德羅克，得克薩斯州

空置率：0.54%。
空置率：0.34%。
15.約翰-漢諾威，賓夕法尼亞州（York-Hanover， 5.舊金山-奧克蘭-海沃德，加利
Penn.）
福尼亞州（San Francisco-Oak空置率：0.53%。
land-Hayward，CA）
14.博伊西市，愛達荷州（Boise City，Idaho）
空置率：0.34%。
空置率：0.52%。
4.曼徹斯特-納舒厄，新罕布什爾州
13.布裏奇波特-斯坦福德-諾沃克，康涅狄格州 （Manchester-Nashua，N.H.）
（Bridgeport-Stamford-Norwalk，Conn.）
空置率：0.31%。
空置率：0.48%。
3. 蘭 卡 斯 特，賓 夕 法 尼 亞 州（Lan12.格林貝，威斯康星州（Green Bay，Wisc.）
caster，Penn.）
空置率：0.47%。
空置率：0.26%。
11. 奧 克 斯 納 德 - 千 橡 市 - 文 圖 拉，加 州（Ox- 2.柯林斯堡，科羅拉多州（Fort Collins
nard-Thousand Oaks-Ventura，Calif.）
，Colo.）
空置率：0.45%。
空置率：0.24%。
10. 奧 斯 汀 - 朗 德 羅 克，得 克 薩 斯 州（Aus- 1.聖荷西-桑尼維爾-聖克拉拉，加利
tin-Round Rock，Texas）
福 尼 亞 州 （San Jose-Sunny空置率：0.42%。
vale-Santa Clara，CA）
9.瓦列霍-費爾菲爾德，加州（Vallejo-Fairfield，Calif.）
空置率：0.39%。
8.費耶特維爾-斯普林代爾-羅杰斯，阿肯色
州 - 密 蘇 裏 州 （Fayetteville-Springdale-Rogers，Ark.-Mo.）
空置率：0.39%。
7.麥迪遜，威斯康星州（Madison，Wisc.）
空置率：0.39%。
6.普若佛-奧勒姆，猶他州（Provo-Orem，Utah
）
3.蘭卡斯特，賓夕法尼亞州

6.普若佛-奧勒姆，猶他州

9.瓦列霍-費爾菲爾德，加州

空置率：0.23
23%
%。
取材網路

1.聖荷西-桑尼維爾-聖克拉拉，加利福尼亞州

5.舊金山-奧克蘭-海沃德，加利福尼亞州

8.費耶特維爾
費耶特維爾-斯普林代爾
斯普林代爾-羅杰斯，
阿肯色州阿肯色州
-密蘇裏州

2.柯林斯堡，科羅拉多州

4.曼徹斯特-納舒厄，新罕布什爾州

7.麥迪遜，威斯康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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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告訴你：窮人和
富人之間只差 10 個習慣

窮人和富人之間差的是錢嗎？現
在我們說創業、談投資，無非都圍著一
個“錢”字。即使不出於媚富的角度我
們也會好奇，窮人甘願過窮日子嗎，他
們想不想做富人？
對於富人和窮人的現狀，美國理
財專家考利用了 5 年時間對美國的富
人和窮人的日常行為和習慣進行調查
和分析，他發現富人與窮人很大的一
個差異是“致富習慣”
。考利認為，
“運
氣”其實在成為富人過程中只起到了
很小部分的作用，而窮和富的差別在
於“致富習慣”
。這其實是種思維，並
且與生活習慣很像，就像良好的生活
習慣會使人身體健康甚至是長壽，不
良的生活習慣會影響到人們的壽命；
而擁有良好的致富習慣，會加速人們
積累財富，而擁有太多“窮人習慣”的
人就是拼了命也難以成為富人。
在美國年收入多少才能進入富
人的行列呢？按照納稅的標準，個人年
收入要不低於 200000 美元、夫妻年收
入不低於 250000 美元算是富人，但這
樣的收入其實只是中產階級上層的收
入水平，真正可以算作富人的年收入
要不低於 500000 美元，而且這還只是

窮酸的富人。
1。富人相信生活習慣對於財富人生
很重要
52%的富人認為，日常生活習
慣對成為富人有主要影響會產生主
要影響，窮人中持這種觀點的比例為
3%。很多富人會說他們成為富人是
運氣好，而不少窮人也會說自己運氣
不好所以成為不了富人——不過富
有人群認為不好的習慣造成的是有
害的運氣，而好的習慣則可以帶來機
會的運氣。什麼是好或不好的生活習
慣？你怎麼看？
2。富人相信美國夢
在如何看待美國夢上，2%的窮
人認為美國夢可以實現，而 87%的富
人認為可以實現美國夢。美國夢在富
人眼裡是人們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
自己來決定命運。94%的美國富人認
為擁有更多財富是他們美國夢的一個
主要組成部分，而這種夢想是可望又
可及的。
看來，中國的騷年們要致富，得
先有個中國夢。
3。富人重視人脈關係和自我成長
88%的富人認為人脈關係對成

為富人至關重要，而持這種觀點的窮 點應該也歸為是生活中的一個好習慣
人是 17%。去年有句流行語：
“要想成 。
為富人就要和土豪交朋友”
，因為人脈 6。富人堅信生活的命運由自己決定
往往是錢脈，而富人間的人脈更可以
在由誰來決定自己命運上，90%
說是金脈。
的富人表示是由自己，而窮人中只有
美國富人維繫人脈關係大多會 10%的人認為命運由自己決定。窮人
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作出帶有人情味的 大多認為自己命不好，沒個好爸爸。在
事情，例如適逢人生大事件時打電話 受訪的美國富人中，大多數人最初也
恭喜，祝賀生日快樂，甚至是見 不是富人，也沒個好爸爸來撐腰，但他
面喝喝茶。而做這個調查的理 們秉持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信念，
財專家考利照貓畫虎，光用這 努力向改進自己命運的目標進發，這
一招一年就多賺了 60000 美元。 種態度也是他們能夠成為富有之人的
4。富人喜歡結交新朋友
一個因素。這種精神動力也算是和“美
68%的富人稱他們喜歡交 國夢”相輔相成。
新朋友，而窮人喜歡交新朋友 7。富人致富依賴創造性，而不僅是聰
的比例只有 11%。中國人常說在 明
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個朋
有 75%的富人視創造性為成為
友多條路。廣交朋友是擴大人 富人的重要條件，窮人中則只有 11%
脈的一種方式，在美國也是如 的人同意。
此。
富人更多地相信創造性會極大
5。富人認為攢錢很重要
影響能否成功，而窮人則更多地認為
88%的富人認為攢錢是致 自己窮是因為不夠聰明。很多成為富
富的基礎，在這一點上 52%的窮 人的人在大學的讀書成績只是 C，也
人也贊同。要想成為富人不僅 就是勉強及格，他們算不上聰明人和
要能掙大錢，而且要勤儉持家、 學霸，但這些人注重創意，而不是死讀
積聚財富。他們在教育子女上 書，走上社會後更能發揮自己的能力。
有一條“80/20 定律”
，即在生活 8。富人喜愛他們的工作
中不要做月光族，至少收入的
85%的富人稱他們喜愛自己所
20%要用於儲蓄或是投資。這一 從事的工作，而窮人僅有 2%的人稱喜

愛自己的工作。86%的富人平均每週
工作 50 個小時，81%的富人稱他們要
做比工作所要求更多的事情。
不過，富人的工作往往是自己開
創事業，全身心地投入自不可免。而窮
人多是打工族，要想做到全身心投入
要求有點過高——不過，誰知道這些
富人最初不是從打工族過來的呢？
9。富人相信身體健康是賺錢的本錢
85%的富人將身體健康看得很
重要，而且也認為這是賺錢的本錢，但
窮人卻是把身體健康看得不甚重要，
13%的窮人認為身體健康是革命的本
錢。一位富人曾說，我不可能在醫院的
病床上賺錢。身體健康意味著有更多
的精力和時間去開拓事業，也會更多
地積累財富。身體健康還會將積累財
富的時間拉長，一個人再富有，英年早
逝也是一種悲劇。
10。富人更有衝勁，勇於冒險
63%的富人表示在致富的過程
中敢於冒風險，窮人在這方面是底氣
不足，6%的窮人表示他們贊同致富要
勇於冒風險的觀點。在學者的調查中，
27%的富人在創業致富過程中至少有
一次遭遇失敗，人們很容易忘記成功，
但失敗卻是刻骨銘心，能從失敗中吸
取教訓，重新站起來，這就具備了可能
會成功的基本素質。

美國生活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0820B
星期一

2018 年 8 月 27 日

Monday, August 27, 2018

簡

A7

必須體驗的 10 大最具美國
特色趣事

在電視連續劇《納什維爾》裡的藍鳥咖啡屋，就是加斯•布魯克 者往上沿著邊緣走容易的“時光隧道”
。2013 年新的遊玩方式是
斯(Garth Brooks)被發現並被國會唱片公司簽下的地方。想要在 沿著東部邊緣騎騾遊歷大峽谷，牧人常常停下來為遊客解說大
你住的地方附近尋找音樂現場，可以免費下載“納什維爾現場音 峽谷的故事和細節。
樂指導應用”
。
不能錯過的事：在旺季，乘坐免費巴士前往大峽谷村參觀
在舊金山乘坐纜車
今年建成一百年的歷史悠久的小屋：隱士居和瞭望台。在村落裡
1869 年，在看到馬在濕鵝卵石地上，沿著舊金山陡峭的傑 可以參觀光明天使歷史文物室的展覽。夏季，印地安人舞者們會
在波士頓的芬威球場上看一場棒球賽
克遜大街，艱難地拉著馬車前進的時候，發明家安德魯•史密斯 在印地安古屋外提供免費的舞蹈表演。
據介紹芬威球場是一片神聖的土地。這裡的座位十分接近 •哈樂迪(Andrew Smith Hallidie)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蒸汽動 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體驗爵士樂
賽場，以至於觀眾可以聽到棒球的擊球聲在這個有 103 年歷史的 力、纜索驅動的鐵軌系統。四年後，舊金山的第一輛纜車開始在
在進入芝加哥和紐約市的俱樂部之前，爵士樂起源於新奧
棒球場上保持了很多傳統：記分板仍然由手工操作；37 英尺長的 馬路上行駛。遊客可以在免費開放的纜車博物館查看第一輛輛 爾良市的友誼賽。遊客可以手捧一杯甜茶或從路邊攤買的雪球
有“綠色怪物”之稱的左外野全壘打牆困擾了投球手整整七十年 車，看看地下滑輪系統是如何工作的。或者也可以跳上一輛人工 刨冰，漫步在皇家大街上，聆聽傳遍幾乎每個角落的爵士樂或者
；排隊買芬威弗蘭克熱狗就像給洋基隊喝倒彩、用 Sharpie 標記右 纜車，朝著當年的馬前行的方向，行駛在傑克遜大街上。需要有 布魯斯。只有在新奧爾良才能找到主題為爵士樂的國家公園，因
外野方向的界外標杆那樣成為了傳統的一部分。你會在第七局 兩個人制動刹車，尤其是在陡峭的大街上。黃銅鐘鐘聲響起之後 而在新奧爾良爵士國家歷史公園停下來看一場爵士表演也一定
時站起來和觀眾一起唱“帶我去看棒球比賽”
，在第八局時一起 ，公共交通纜車上的二重奏總是為旅程增添不少趣味。
能讓你難忘。
唱尼爾•戴蒙德(Neil Diamond)的《親愛的卡洛琳》
。
不要錯過的事：沿著海德街的漁人碼頭一直到倫巴底街，
不能錯過的事情：有“新奧爾良的夜鶯”之稱的羅賓•巴尼
不要錯過的事：芬威公園官方之旅會分享的傳奇故事，向 觀看“世界上最彎曲的街道”
。在加利福尼亞街上有：諾布山、唐 斯建議前往蒙特萊昂酒店享受週五晚上的爵士樂，在那裡，你可
你展示右外野上醜化了佩斯基標誌杆上的簽名，還會為你提供 人街以及金融區。
以在乘坐旋轉木馬的時候一邊品嘗雞尾酒，一邊欣賞爵士樂。溫
一個坐到“綠色怪物”牆上去的機會。
莎酒店的馬球俱樂部休息室和斑點貓音樂俱樂部也是好去處。
在紐約康尼島上吃熱狗、坐過山車
聆聽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鄉村音樂
紐約的康尼島是一個傳奇的海濱遊樂場。1918 年建造的摩 在亞利桑那州遊歷墓碑鎮
使納什維爾在 1925 年獲得了“音樂之城”的美稱，並沿用至 天輪、1927 年建造的“龍捲風”過山車至今吸引著遊客。去年 6 月
美國老西部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槍擊案就是於 1881 年發
今。如今，納什維爾在音樂產業工作的人口人均密度，比世界上 ，
“霹靂”過山車正式運營，這是在“龍捲風”建成之後康尼島上第 生在亞利桑那州的墓碑鎮。1993 年這個故事被搬上好萊塢的銀
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鄉村音樂名人堂和博物館都在這裡，每 一個主要的過山車。遊客還可以看馬戲團表演、在“滑雪球”或者 幕，電影《墓碑鎮》的故事發生在 OK 圍欄上。如今這個保存完好
年該行業的名人為了美國鄉村音樂協會獎而在這裡聚集。
的煤礦新興城市，每天在原先 OK 圍欄的地點模擬槍擊戰，已經
其他遊戲裡碰運氣。
在這個小鎮裡可以到 130 多個音樂場所裡感受鄉村音樂，
不要錯過的事：
“美食勝”的吃熱狗大賽已經是一個傳統， 成了一個國家級的歷史景觀。附有解說的電車之旅能帶遊客前
這些音樂場所還包括世界聞名的百老匯上的廉價小酒吧。出現
於每年的 6 月 4 日舉行，現在還會在 ES- 往其他的歷史景觀，包括靴山墓園，其中一個亡命牛仔就是葬在
PN2 上直播。六月底舉行的一年一度的美 那裡。對一些不感興趣的人來說，墓碑鎮也許是個遊客陷阱，但
人魚遊行會吸引成百上千的“美人魚”及 是它卻被評選為今年的十大最好的“真正的西部”小鎮之一。
不能錯過的事：直奔歷史悠久的“水晶宮酒館”而去，這是
“美男魚”
。他們使用服裝和道具在大街上
墓碑鎮最早的酒吧之一。在以道克•豪樂迪的女友命名的“大鼻
遊行展示他們的藝術才能。
在肯塔基州體驗波旁威士忌和馬的王國 子凱特的酒館”裡，你可以穿上那個年代的西部牛仔服，在酒吧
肯塔基州的意外人口老齡化要感 後拍照留念。
謝該州標誌性的靈丹妙藥——威士忌酒。 在加利福利亞州亨廷頓海灘衝浪
十八世紀初，農民不再種植玉米田，而是
搖滾樂隊“沙灘男孩”讓我們相信如果每個人都有一片海，
開始製造威士忌酒，然後順著密西西比河 那麼每個人都會像加利福尼亞人那樣衝浪。該樂隊將抒情的歌
水運到下游。前往新奧爾良的漫長旅途將 詞及和反應南加州隨心所欲的衝浪文化良好和諧地結合起來，
木桶裡的威士忌酒催熟了，使液體呈現出 他們的歌聲迷倒了 20 世紀 60 年代的人。從木質衝浪裝備、到比
一種琥珀色，口味順滑，後來這種酒就被 基尼、再到拖鞋涼鞋等。這股懷舊風依附于整個南加州的衝浪活
叫做波旁威士忌。2014 年是國會宣佈波 動。奧蘭治縣註冊的年度“最佳 XX 獎”中，亨廷頓海灘碼頭被評
旁威士忌是“美國唯一的本土精神”50 周 為長年最受歡迎的地方。亨廷頓海灘又被稱為“美國的衝浪城市
年。遊客可以從俄亥俄河出發，穿過鄉村 ”
，擁有 10 英里的沙灘，全年優惠，每年舉辦 50 多場衝浪比賽，是
的“波旁威士忌，馬和歷史地區”
，在馬場 世界聞名的衝浪勝地。
踱步，見見退休了的馬冠軍。
在俄亥俄河或密西西比河上乘坐觀光船
不要錯過的事：參觀酒廠、威士忌
順著美國最早的探險家曾經遊歷過的水路而下，感受美國
博物館，和波旁巧克力店；體驗一次波旁 的歷史。這就是大文豪馬克•吐溫在 19 世紀中期經過三角洲、峽
航班；在路易斯維爾的銀幣威士忌酒吧聽 灣和石灰岩峭壁時曾經體驗過的經歷。這些經歷為他後來創作
約翰尼•卡什的唱片；在肯塔基州馬公園 在河上的生活的小說提供了靈感。當遊客停留在美國傳奇性的
觀看 50 多種馬；遊覽農場。
港口城市，如孟菲斯、新奧爾良、辛辛那提、路易斯維爾和聖路易
在亞利桑那州遊覽科羅拉多大峽谷
斯等，就會親眼看到、親耳聽到這些河流是如何塑造了美國歷史
如果有這麼一個地方，任何言語都 。
無法形容其瑰麗壯闊，那麼這個地方就是
不要錯過的事：在密西西比河上，
“美國皇后號”主題航行
科羅拉多大峽谷。遊客可以從洛杉磯坐直 強調感受美國文化的不同方面，從棒球傳奇到南方文化。
升飛機進入大峽谷的偏遠邊緣地帶，欣賞
壯麗空曠的景色。在南緣，徒步旅行者可 【來源:網路】
以往下沿著短卻陡峭的之字形路，來到
“光明天使小道”上的蜿蜒科羅拉多河，或

李元鐘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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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工作
要被機器人取代了嗎？
銑 床、刨 床 操 作 員：被 機 器 人 取 代 機 率
97.9%

電話銷售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9%

銑床、刨床的設置、操作以及照料任務被越
來越多交付給機器人。

包裝與灌裝機操作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研磨和拋光工人：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
98%
使用機器人儲存和運送工業或消費產品已
經越來越普遍，亞馬遜現在使用大量機器人幫
助整理貨架、貨物出庫等。

今天，很多語氣冷淡的接線員都已經不是
人類。機器人不僅可每天 24 小時連續工作，而且 信貸分析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9%
無論在應對多麼粗魯的客戶時，它們都可以保
信貸數據分析、製作財務報表、準備信貸信
持足夠的耐心和充沛的精力。
息報告等過程的自動化，將可促使風險下降。

報稅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8.7%
機器人充當的報稅員可能更少出錯，而且
這種技術 OpticalCharacterRecognition(OCR)已
經存在。
定時裝備裝配人員和調解人員：被機器人
取代機率 98.5%
機器現在已經能執行精准的組裝、調節以
及校準等任務，而以前這些工作都是定時裝置
裝配人員特別擅長的領域。

司機：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8%
司機這個職業很快就不需要了。穀歌的自
動駕駛汽車已經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行駛
數千公里，打車應用 Uber 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
‧卡蘭尼克(TravisKalanick)也喜歡自動駕駛汽
車的想法，宣布 Uber 最終將用自動駕駛汽車取
代所有司機。

時裝模特：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6%

除了取代時裝模特的工作，機器人還將以
其他令人驚奇的方式參加表演。英國公司 Engi彭博社曾報道，在 P2P 貸款公司 Daric 已經 neeredArts 已經研製出可充分互動並掌握多種
涉足這個領域，該公司已經用可識別安全借款 語言的機器人 RoboThespian，它能與人保持眼
人的算法取代所有貸款人員。
神接觸，猜測人的心情和年齡，甚至還會放聲歌
唱。

貸款人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8.4%

銀行出納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8.3%

你可能已經很久沒有接觸過銀行出納員了 法律秘書：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6%
，自動取款機可提供出納員的大部分服務。
秘書正從就業市場中消失，現在科技已經
允許老闆們自己直接撥打電話和安排會議等。

體 育 賽 事 裁 判 員：被 機 器 人 取 代 機 率
98.3%
會計：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6%
在職業網球比賽中，名為“鷹眼”的電腦裁
判員已經開始幫助主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斷。
比賽選手有權“挑戰”裁判的判斷，
“鷹眼”系統
將展示網球的落點以及其是否出線等，它的決
定非常關鍵。而“鷹眼”僅是體育比賽中幫助解
決糾紛的系統之一。

采購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8%

第二，隨著生產力逐漸提高，
單位工作時間的薪酬可能會
有所下降，而勞動者有更多閑
機器人越來越勝任研磨或拋光各種金屬、 暇時間用來創新、改革、思考。
快餐服務、物流中心配送等均可能由機器
木材、石頭、粘土、塑料以及玻璃材質的任務。
人替代，而醫療保健、藝術媒體、法律、設計創新
、人際等工作不容易被替代。
餐廳厨師：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6.3%
切麵條機器人 Foxbot 已經出現在山西省的 第三，傳統工業企業生產工作更容易被機器人
開放式廚房餐館 DazzlingNoodles 中。此外，另一 替代，有人也許會問，如果工作被機器人自動化
位機器人廚師長可自己製作螃蟹湯，它有 20 個 替代了，美國失業率會不會升高呢，回答是，機
電機、24 個關節以及 129 個傳感器。這個機器人 器人自動化收益或轉化為更好的工作，也就是
是 MoleyRobotics 設計的，可以在 30 分鐘內完成 說，許多新的工作或涌現。
第四，數據顯示，工業自動化會讓大約一千萬英
複雜的菜式。
國勞動者工作崗位被機器人替代，但是，接下來
珠寶、寶石以及貴金屬工人：被機器人取代 七年，倫敦將創造至少 30 萬個就業崗位。隨著生
產力提高，不再依賴廉價勞動力。
機率 95.5%
美國勞動統計局預測，從現在開始到 2022 第五，機器人替代了傳統工業企業重複重體力
年間，珠寶首飾行業的就業率將下降 10%，原因 崗位後，勞動者可以有更多時間從事創新、解決
問題的崗位。
是機器人開始協助生產和修理珠寶。
第六，根據悉尼晨報，物流倉儲、銀行前臺、運輸
生產、圖書館、餐廳服務員等工作可能更容易被
郵政服務人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5.4%
機器人替代。而藝術、醫療、法律、服務等工作不
郵件分揀員、職員以及遞送人員將受到自
太容易被機器人替代。
動化重創。機器人不僅可執行分揀郵件的任務，
第七，新的崗位或涌現，而勞動者需要不斷學習
還可以為郵件排序。但是隨著郵件數字化程度
新技能、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還有就是教學重
提高，這些程序顯得越來越過時。
複課堂可能由機器人替代或視頻自動播放。
第八，創造性、變化思維、解決問題、創新分析等
電器和電子設備裝配工：被機器人取代機
特點較強的崗位不太容易被機器人替代。
率 95.1%
機器人將替代部分重複重體力流水線工作
鑒于機器人的精度和準確度，它們在電子 ，帶來巨大收益，問題不在于技術水平提高，也
產品生產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機器人工業 不在于機器人替代了部分勞動者工作，重要的
協會稱，機器人被用于執行很多任務，比如向太 是消費者需求。
陽能電池中負載太陽能矽片、放置 LED 燈泡、檢
查電路板等。
中。

機器人時代已經來
來 臨！科學家們把這些機
器變得越來越高效，越來越智能，因此美國人擔
心，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工作將會被機器取代
，真有這種可能嗎？什麼樣的工作最容易被機器
人取代呢？
NPR 近來刊發研究報告，預測未來 20 年最
有可能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作，包括電話銷售員、
裁判員、銀行出納員等。但研究人員承認，這些
數據統計十分粗糙，但可以幫助我們洞察未來。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很多大公司都已經
利用軟件執行企業自動化記帳任務，包括 PilotTravel、Verizon 以及 GameStop 等。這些公司現在
只需要為 10 名會計人員。如果沒有機器人幫助，
他們可能需要 80 人。

出納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1%

PaneraBread 麵包咖啡店已經宣布，到 2016
現在，對于機器來說，向供應商訂購材料或 年，他們將使用自動結帳機取代所有出納員。自
服務已經變得非常簡單。通過互聯網下訂單（或 動結帳機將越來越多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雜貨店
稱電子采購）將導致采購員需求越來越少。

A8

不過，據赫芬頓郵報報道，儘管如此，
創造思維、解決問題、人際交往能力要求高
的工作，可能不太容易被機器所替代。
經濟學家有一個問題，機器人替代了
更多勞動者的工作，那麼，新增工作崗位數
量會不會越來越少呢？約翰梅納德凱認為，
或許不在于機器人自動化技術，重要的是
消費者購買力與需求。科學技術或讓財富
更加平均。
第一，總有一些工作呢，機器替代不了，比
如照顧老年人，養育孩子，或者一些服務工
作。而工廠裏簡單重複的工作更容易被機
器替代，從科研、製造、到熟練技術工作可
能會逐漸被機器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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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養成健康飲食習慣的十二種方法
怎樣幫助孩子養成健康飲食習慣，讓他們 研究表明，從小被“把碗裏的飯吃完”理念教育
乖乖從電視電腦的世界裏脫離出來吃飯，說服 的孩子， 長大後在外點餐一般點更大分量的
他們吃健康的食物？盡管要做到這些很難，每次 食物（往往最終沒有吃完）
。來自紐約市區的
都像要爆發一次戰爭，但只要想到這些都是為 ColumbiaDoctors 的兒科醫生，Lauren Levine 博
了孩子的健康，就值得堅持。就像全國兒童醫院 士也說“在孩子們不餓的時候逼迫他們吃完食
Healthy Weight and Nutrition 中 心 的 營 養 師 物是不好的例子。”根據康奈爾大學的專家研究
Alexis Tindall 說“像棒球運動員必須練習投球， ，
“孩子們一般吃掉盤中 60%左右的食物，這是很
孩子們必須練習吃健康的食物”
。怎樣讓孩子們 常見的現象”
。
養成健康飲食？走進美國小編為家長們推薦以 讓鍛煉變得有趣
下 12 種方法：
成人大多數去健身房鍛煉，但是孩子們呢？
不要告訴孩子
“把碗裏的飯吃完”
他們每天僅需要大概 1 小時的鍛煉強度。在後院
家長要明確的是，孩子吃完了飯是因為他 踢足球，散步或者周末遠足都可以達到要求。美
們吃飽了，而不是因為他們吃完了碗裏的飯菜。 國小兒科學會（APP）的兒科醫生 Alanna Levine
博士說：
“要確保孩子們
學會享受鍛煉。一旦孩子
們結束鍛煉，花點時間詢
問他們身體感覺怎麼樣？
”這樣一來，孩子們就將
快樂和健身結合在一起，
身體和心理都健康快來。

不讓孩子在電視機
前吃飯
毫無疑問，當早餐時間
撞上了卡通片時間，孩子
們想著要看電視無法專
心吃飯。
“但是坐在電視
機前一邊看電視一邊吃
飯的孩子不可能專心接
受‘吃飽了’用餐結束的
信號”Lauren Levine 博士
說。相反，
“他們只會盲目
地吃”
。2009 年的一項研
究發現，一邊看電視，一
邊吃零食的孩子，可能吃
更多的糖果和汽水。也有
研究發現主打兒童食物
的廣告反復強調“垃圾食
品口感好”這一信息，這
跟青少年不健康飲食脫
不開關系。

可 能 成 績 差。而 且
頻繁使用社交媒體
的孩子比不使用社
交媒體的孩子更容
易 滿 足。考 慮 限 制
孩子每天使用社交
媒體的時間不要超
過 兩 小 時。APP 甚
至不鼓勵家長讓 2
歲以下的孩子們使
用 社 交 媒 體，建 議
家長限定年齡稍大
的孩子每天玩一到
兩 小 時 的“ 非 教 育
用途”
電腦或手機。

有耐心地讓孩
子們嘗試不同
的食物
研究發現孩子
們從 2、3 歲到 8 歲，
飲食偏好沒有太多改變。簡單地介紹孩子嘗試
新的食物,例如西蘭花。
“因為他們第一次不吃不
代表他們第二次、第三次也不吃”
，Tindall 說。家
長不要壓迫孩子：必須把西蘭花都吃完才可以
離開桌子。Tindall 說：
“如果這樣，西蘭花就變成
了‘懲罰性食物’”
。相反，告訴孩子她不必吃完
食物，但如果她餓了想吃零食必須要吃先吃完
食物。另外一個策略是：把食物用有趣地方式擺
放在孩子的碗中。日報 Appetite 研究發現把水果
擺放在西瓜中，孩子們吃了比平時多兩倍的水
果。

晚上替孩子保管手機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根據 PLOS ONE
日報的研究事實，把手機放在床頭確實會使得
青少年很難入睡。一種可能的原因是：手機屏發
出的藍色光會抑制身體的褪黑素水平，這將紊
亂晝夜生物鐘。而且，Alanna Levine 博士說：
“當
孩子們聽到短信的提示音，他們會興奮地想看
個究竟，從而幹擾了睡眠。因此在臥室不應該使
用手機，不妨在睡覺前把手機放在廚房過夜充
限 制 孩 子 使 用 屏 幕 電。當然，父母最好也這麼做。

的時間

讓孩子吃健康的零食

根 據 Kasier Family
孩 子 食 用 的 卡 路 裏 數 量 逐 年 上 升，一 項
Foundation 2010 年 研 究 2010 年的研究發現從 1970 年到 2000 年，孩子食
事 實 表 明：8-18 歲 的 孩 用的卡路裏增長了 27%。甜點是造成卡路裏上漲
子現在每天花費約 7.5 小 的罪魁禍首，但零食不應該如此。Lauren Levine
時使用社交媒體（2000 年 博士說：
“小孩子好動，一整天可能需要吃多餐。
統計的數據為 6.5 小時/ 因此零食應該和膳食一樣有營養，含有健康的
天），4.5 小 時/天 看 電 視 脂肪、全谷類和蛋白質，而不是僅僅覆蓋糖衣的
（電視屏幕、電腦或手機 碳水化合物”
。
觀 看）。Alanna Levine 博 不要只關註卡路裏
士說：
“妳不會想妳的孩
Tindall 說：
“我們的目標是提高孩子的健康
子一天坐著不動。而且整 飲食，因此跟孩子們談食物時，最好告訴他們這
天看電視也不會增加他 些食物對身體好。通過積極的溝通，讓孩子們懂
們的創造力”
。2010 年研 得欣賞健康食物的營養配方，而不是一味地害
究發現，浪費更多時間在 怕糖分和卡路裏。另外 Lauren Levine 博士說：
社交媒體上的孩子，很有 “不要太強調孩子們的體重，這會讓青少年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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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食物焦慮”
。對於年紀較小的孩子們，告訴他
們保持碗中食物的多樣性非常重要。
“他們應該
知道健康的膳食是有橙有綠，而不僅僅只有白
米，”
Lauren Levine 說。

不要用糖果作獎勵
這不僅是因為獎勵糖果增加了孩子的進食
的卡路裏，而且用甜的食物做獎勵能加強孩子
們對這些獎勵的偏愛。例如，如果用棒棒糖作為
獎勵孩子答對問題的獎品，她將會把糖果和表
現好聯系在一起。

吃飯應該全民參與
正如古語說：人多力量大 — 正如全家出動
在後院裏打排球或者是遊湖，團體運動會使得
活動產生更多樂趣。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就餐。
2007 年的一項審查建議到，如果大人對食物表
現出更多熱情，孩子也有可能模仿大人表現更
多熱情。或者，當孩子足夠大能夠在廚房幫忙時
，給他們派些活在廚房幫忙。一項加拿大的研究
發現幫助父母做飯的孩子更愛吃水果和蔬菜。

不要制定嚴格的
“無垃圾食品”
規矩
理論上來說，物極必反，適中是最好的方式
。但這理論實際上並不完全適用。Tindall 說“例
如，孩子們去參加生日派對，但妳並不想讓他吃
大半塊蛋糕怎麼辦？
“這就需要反復嘗試，全家
一起找一個平衡點，例如把蛋糕切成小塊，每周
可以吃 3 小塊。

以身作則
對家長來說，最重要的規則是要以身作則，
做好孩子們的榜樣。Alanna Levine 博士說：
“家長
不能在就餐時喝蘇打水，期望孩子們喝牛奶或
水。”同樣，鍛煉身體、晚上不把手機放在臥室這
些標準，家長也應該一起執行。Alanna Levine 博
士說：
“妳要告訴妳的孩子妳不是故意設置這些
規則，而是好的習慣將會幫助他們變得更好。”

簡

有假不休

美國人變身工作狂人
美國人正成為工作的犧牲品！
在對 1303 個有帶新假的美國人進行的一項
最新研究顯示，在每年 21 天的帶薪休假中，美國
人將其中的 4.9 天用于工作，全年下來，所有美
國人多工作了 1.69 億天，依據勞工統計局的平均
周薪計算，總計少領了 524 億美元的薪水。
美國是一個普遍實行帶薪休假制度的國家
，不過，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帶薪休假日相對
比較少，而且沒有全國性的法律規定雇主一定
要給員工帶薪休假的福利。因此，一些半職雇員

、短期雇員及小時工就享受不到帶薪休假的福 每 年 平 均 有 15 天（6 天 節
。如果從企
利。由于沒有統一的規定，每個機構的帶薪休假 日加 9 天度假）
待遇就五花八門，有較大的區別；因此，這裏分 業規模來看的話，小企業
別介紹政府雇員的帶薪休假及私營企業雇員的 （雇員人數不到 100 人）的
帶薪休假天數低于中大型
帶薪休假。
美國的政府雇員分為聯邦政府及地方政府 企業（雇員人數超過 100 人
，小企業的平均帶薪休假
（州、縣、市等）兩大類，聯邦政府對帶薪休假有 ）
統一的規定，地方政府則各自為政，不過與聯邦 為 19 天，中大型企業為 23
政府的待遇差不多，因此我們就介紹聯邦政府 天；從工資收入來看的話，
低工資雇員的帶薪休假天
雇員的帶薪休假情形。
聯邦政府雇員的帶薪休假分為兩部分，一 數少于高薪雇員。比如，時
是法定節日休假，一是有薪度假。2013 年的聯邦 薪每小時 15 美元以下雇員
法定節日（即國定節日）一共有 10 天，這 10 天是 的帶薪休假平均為 17 天，
元旦、馬丁‧路德‧金生日、華盛頓生日、陣亡 而時薪超過每小時 15 美元
將士紀念日、獨立日、勞工節、哥倫布日、退伍軍 的雇員的帶薪休假平均為
人節、感恩節、聖誕節。因此，聯邦雇員就有 10 天 23 天。
不過這樣的帶薪休假
的帶薪節日假，每個聯邦雇員都一樣。而帶薪度
假的時間長短，則根據工作年限來決定，具體規 也給美國人帶來了不少的
麻煩和問題。
定如下：
1. 全職員工工作不滿三年者，每兩周（payperiod）可以得到 4 個小時的有薪假，一年 52 周，共 實際操作不容易
104 小時，合 13 天。
全世界最富裕國家中
2. 全職員工工作超過三年，不滿 15 年者，每兩 ，由于美國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保證員工帶薪休
周可以得到 6 個小時的有薪假，一年共 156 小 假的權利，即使在提供帶薪休假福利的企業，員
時，合 19 天半。
工休假的時間也有減少趨勢。這使美國成了西
3. 全職員工工作超 15 年者，每兩周可以得到 8 方發達國家中的一個“無休假的國度”
。根據調
個小時的有薪假，一年共 208 小時，合 26 天。
查報告，美國全職員工每年的帶薪假期比歐洲
4. 半職員工工作不滿三年者，每工作 20 小時 很多國家都少得多。
可以得到 1 個小時的有薪假；工作超過三年、不
到 15 年者，每工作 13 小時可以得到 1 個小時的 工作忙難休假
有薪假；工作超過 15 年者，每工作 10 小時可以
即使有些企業提供員工帶薪休假的福利，
得到 1 個小時的有薪假。
19％的員工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推遲休假或者
5. 高級職位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等，無論工作 乾脆取消假期。實際上美國有 2800 萬人常年不
年限長短，每兩周得到 8 小時有薪度假。
休假。而有些美國企業雖然允許員工帶薪休假，
從上面的規定看，一個全職的聯邦雇員， 但是卻希望他們在休假期間隨時跟企業保持聯
至少有 23 天的帶薪休假（10 天節日加 13 天度 絡，隨叫隨到。這其實等于變相剝奪了員工休假
假）
，最多的有 36 天帶薪休假（10 天節日加 26 的權利，所以很多員工最終不得不“自願”或被
天度假）
。不少聯邦雇員休不完假日，就會捐出 迫放弃休假。
休假給有需要的人。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員在接
私營企業的帶薪休假從總體上說不及政 受記者采訪時說，雇主之所以不希望員工帶薪
府，根 據“ 經 濟 和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
（Center- 休假，是因為他們只追求金錢利益的短期目標，
forEconomicandPolicyResearch）以“沒有假期 但是從長期看不利于企業發展。結果將可能是
的國家”
（No-VacationNation）為標題發表的 企業越來越沒有吸引力，員工跳槽，勞動生產力
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06 年只有 77%的私營 下降，最終受到傷害的是企業自己。普通美國人
企業有帶薪休假制度。
要想真正瀟灑地享受真正的休假，仍有很長的
在這些企業中，全職雇員每年平均有 21 天 路要走。
的帶薪休假（8 天節日加 13 天度假）
，半職雇員

想晉升難休假
在美國，帶薪休假執行起來出現過很多問
題。有些部門或公司因為工作任務重，可能一年
到頭都比較繁忙，員工根本沒有時間休假，而有
些部門的人則因為平時就比較清閑，根本不需
要通過休假減輕壓力。
記者的一位朋友在國務院工作。他表示，自
己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享受過真正的休假了，所
以也感覺不到帶薪休假的意義。自己平時一直
比較忙，周末還經常加班，有時趕上大事還要連
軸轉，由于幾乎每天都在想工作上的事，根本沒
有時間休假。記者問為何不與領導商量安排休
假，他的回答頗耐人尋味，領導的要求是“只要
你把工作幹好安排好，你可以每天都不來上班，
”但問題是總有幹不完的工作，要想晉升職位和
加薪，只能不斷努力把工作幹得好上加好，這就
決定了他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心情去休假。

錢不够難休假
美國一家旅游公司最近做了一項關于帶薪
休假的調查，結果發現上班族有縮短度假天數
的趨勢，原因包括假期太短、工作太忙、手頭太
緊等。而歐洲幾個國家規定，雇主在員工休假期
間額外給他們一筆錢，解決一部分度假開銷實
在太讓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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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

擦亮中国“非遗”品牌
本报记者

王

萌

中华文明世代相传，创造了丰富的中国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涉及传统技艺、民
俗、曲艺、民间文学等方方面面，是世代相传的智慧、经验凝聚而成的核心工艺、技艺和艺术，深受海内外朋友喜爱。
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商品，成就了一批百年老字号，塑造了一批独具中国味儿
的非遗品牌。走进现代生活，非遗技艺怎样才能不断传承创新？非遗老字号怎样才能焕发新的光彩？非遗项目能否塑造
更多享誉全球的中国品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非遗技艺的传承人、非遗产品的创业者和非遗传承的教育
者，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和观点。

■ 老牌子焕发新活力
“只有创新才能适应市场变化”
北京三里屯，潮人聚集，不少国际大牌都曾在这里开过快闪
店或发布新品。近日，京城老字号内联升也搭起了快闪店，引来
众多路人围观。快闪店里，内联升非遗传承人正现场展示着制鞋
技艺。搓麻绳、锤鞋底、量脚画样……坐堂师傅一边演示着千层
底布鞋的绝活儿，一边讲解其中的奥秘。
35 岁的北京小伙任晨阳正是其中一位，他是内联升第五代非
遗传承人，不仅有一手好技艺，还紧跟时尚前沿不断创新。
内联升被誉为“中国布鞋第一家”，其传承百年的千层底布鞋
制作技艺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165 岁
高龄的老字号正努力通过创新实现“减龄”，希望更多融入年轻人
的生活。
这正是任晨阳努力在做的。2005 年来到内联升后，他师从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何凯英，学习了 3 年零 3 个月，如今他已是“出
道”的大师哥，与 3 个师弟一起负责内联升的新产品研发制作。
回忆起做学徒的日子，任晨阳感慨道：“特别难，既要有坐
功，还要有悟性。”内联升手工打造的鞋肥瘦、高低有致，鞋面
鞋底层次分明，针码非常规矩。一双由 40 多种制鞋工具、90 多
道工 序 纯 手 工 打 造 的 内 联 升 千 层 底 布 鞋 ， 需 要 一 名 工 艺 娴 熟
的 师 傅 一 个 星 期 的 时间才能制作出来。
耗时耗力只是学习这门技艺的第一道门槛，更关键的还在于
用心、创新。“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有创新才能适应市场
的变化，满足顾客的需求。”任晨阳说。
一面是传承的困境，一面是创新的需求，非遗产品能否持
续，说到底还得靠市场来检验。像内联升、全聚德、瑞蚨祥等这
些非遗技艺相关品牌，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坚持传统是根
本，不断创新是关键。让“旧艺”穿上“新衣”，才能让非遗融入
到时代之中，绽放光彩，焕发生机。
“非遗技艺要与现代生活、现代审美、现代时尚相结合，把传
统技艺与产业结合，与市场结合，与大众文化生活结合，才能让
非遗不断传承发展。”北京市丰台区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职业教
育中心学校校长赵爱芹表示。

■ 老手艺打造新品牌

“通过与电商合作，可以更好地把非遗技艺和产品传播出去，
打造品牌相关的非遗兴趣社区。”杜昱霖认为，加快中国非遗市场
化、品牌化步伐，这不仅是非遗本身传承的需要，更是中华文化
传承的重要途径。打造非遗名牌，是一个不断累积递进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坚守非遗品质的传承。
最近，通过微信公众号“谁最中国”推广，不到两天时间，
“杜掌柜”收到 200 多个订单，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制作到凌晨 3 点。
“这么多订单，你还是都自己纯手工制作？”记者问。“当然
啊，大浪淘沙，只有坚守品质才能走得远。”杜昱霖答道。

■ 老技艺需要新传人
“见人、见物、见生活是非遗的根本”
1895 年诞生于奥地利的施华洛世奇，以先进的精确切割技术
和璀璨夺目的仿水晶产品闻名于世；始于 1905 年的日本帆布包一
泽信三郎，凭借精良的手工制作被誉为“帆布包中的 LV”……中
国非遗有着丰富的类别和优秀的技艺，为什么缺乏这类世界知名
的品牌？
赵爱芹认为，目前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现象突出，非遗传
承青黄不接。更重要的是，中国非遗传承多是家族式、师徒式等
个体行为和传统方式，由于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改变等原因，
大都难以为继。非遗技艺进入市场、实现产业化发展的是少数，
能塑造响亮品牌的更是少数。

应对之策在哪里？在日本、韩国这些在国际上被认为非遗传
承较好的国家，每项非遗都有不少专家进行跟踪研究，一对一地
想方设法使其保存并传衍。
可喜的是，当前，我国政府、学校及社会各方面等都开始重
视非遗传承问题。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
调要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
将非遗技艺与现代结合，精准发展，开拓出非遗产品的经典
品牌，需要更科学的设计和更专业的人才团队。带着这样的思
路，今年 7 月底，丰台区职业与成人教育集团与首创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创办了“首创非遗与设计学院”。这是全国首家非遗类工
程师学院，将开展现代化、系统化的非遗职业教育，旨在解决传
统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缺乏创新等问题。可以说，这是以非遗命
名的专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一次尝试。
赵爱芹表示，利用职业教育改造民间传统手工艺父子师徒世
代相继、口传身授的传承模式，可以使传承更加规范、系统、科
学。“学院的定位，一是传承，培养重点领域的非遗传承人，解决
工艺难题，提高产品品质；二是设计，让非遗技艺与时代发展相
结合，与现代市场相结合，提升传统手工艺品的品质，打造出有
中国特色的非遗品牌。”
“‘见人，见物，见生活’，这是是非遗的根本。让传统技艺
与现代大众文化生活相结合，才能实现对非遗的保护、发展和弘
扬。”赵爱芹说。

◀ 4 月 22 日 ， 全
国首家二十四节气体验
店在上海长宁区开业。
这 家 名 为 “ 廿 四·节
气”的体验店内，所有
商品都围绕着非遗文化
“二十四节气”设计和
制作。
王亚东摄
（人民视觉）

“只有坚守品质才能走得远”
2006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公布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1372 项，再加上省级非遗，项目众多。这其中，像内联升、全
聚德这类经过市场洗礼，成为响亮品牌的还是少数。如何利用非
遗项目打造更多中国品牌，利用品牌的力量推动非遗更好地传承
与发展？这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2014 年，传统香制作技艺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也正是在那一年，杜昱霖在山东烟台开设了自己的传统香
制作工作室，注册了自己的香文化品牌“杜掌柜”。这个自小就喜
欢研究香学古籍的北方糙汉子，立志成为一名秉承古法的香文化
传播者。
几乎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最开始他租用了一间小屋。不足
10 平方米的小门店，一张木桌，背后是一排瓶瓶罐罐，储存着制
香用的原材料。这些有着不同名称、颜色、味道的香料，在他手
中可以搭配出不同造型、不同功效的药香。凭借精心的设计和优
良的品质，他很快获得了一部分客户的喜爱。
产品和品牌有了，如何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
中国传统香文化？杜昱霖开始了对市场的摸索。他发现，不少
人对中国传统的药香非常感兴趣，只是缺少其应用的市场环
境。从去年开始，他与烟台市博物馆、烟台市美术博物馆以及
一些关注传统文化的自媒体合作，开始了文化公益讲座、产品
推广等合作。
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和传承人已经认识到了市场化在非遗传
承中的重要作用，各类电商平台陆续上线，地方政府、企业、机
构与知名电商的合作亮相频繁。这些合作和尝试为非遗的传承和
品牌的推广提供了较好的渠道和空间。

▲“杜掌柜”用腊梅
鲜花做成的古法香膏。
（受访者供图）

▲ 近年来，洛阳旅发集团通过挖掘博物馆、非遗等文化资源，打造“洛阳礼物”博物馆之都
系列文创产品。图为游客在展示馆内选购文创产品。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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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調整人民幣固定匯率以保持外匯市場穩定
【美中頭條編譯報導/ 鄧潤京】（路透北京/上海
10 月 24 日訊）中國央行週五表示，將調整人民幣匯率
中間價的設定方法，以保持人民幣市場穩定。
上 週 五 中 國 人 民 銀 行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宣 布 調 整 人 民 幣 匯 率 後 ， 截 至 格 林 尼 治 時 間
1255 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升逾 400 點，至 1 美元
兌 6.8412 元人民幣。
自今年初以來，人民幣仍貶值了約 5%，部分反映
出對中國經濟債務水平的擔憂，以及由於中美貿易爭端
不斷升級，中國經濟增長和出口前景更加黯淡。
中國人民銀行表示，推動人民幣下跌的“順週期市
場情緒”（pro-cyclical market sentiment）促使其在
現在的比價是一美元＄兌換 6.8 元人民幣￥
元人民幣￥。
。
確定人民幣每日中間價時，重新使用“反週期因素”
（counter-cyclical factor）。
國對另外 2,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更為
中國央行表示:“受近期美元指數走強和貿易摩擦的影響， 廣泛的關稅，此徵稅預計於 9 月底生效。
外匯市場出現了一些週期性活動。”
到那個時候，由於中國進口的美國商
中國央行表示，“反週期因素”的覆蘇將有助於人民幣在合 品減少，北京在人民幣對美元的基礎上幾
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乎沒有機會與美國的任何措施相匹配。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央行的目標將是阻止貨幣市場上形成一
這加劇了人們的擔憂，即中國政府可
種從眾心理，因為這種心態會帶來加速資本外流的風險。
能會採取其他形式的報覆措施，從對在華
一些分析人士懷疑，這是中國央行在與華盛頓的貿易爭端繼 美國公司採取行動，到允許人民幣進一步
這是一張中國的人民幣鈔票的插圖照片//路透社發
這是一張中國的人民幣鈔票的插圖照片
路透社發。
。
續擴大之際，為提振人民幣而採取的預防性舉措。
貶值。
“中美關系沒有突破。貿易談判和雙方的談判預計將成為一
過去幾週，中國央行推出了一系列反
一家外資銀行的交易員表示:“近期內，人民幣兌美元匯率
場持久戰。央行必須逐步採取措施穩定匯率。” 瑞穗銀行（Mi- 週期措施。
可能會有一些上行回調，達到約 6.8 元人民幣。”
uzho Bank）駐香港資深亞洲外匯策略師 Ken Cheung 表示。
8 月初，央行恢覆了 20%的存款準備金率，用於金融機構向
中國央行在 1 月份降低了“反週期因素”的影響，以放鬆對
“人民幣是否會開始升值，在很大程度上仍取決於貿易戰的 客戶出售外匯遠期美元，這實際上提高了做空人民幣的投資者的 人民幣匯率的控制。但分析師表示，近幾個月來，中國政府對人
進展。”
成本。
民幣貶值變得更加不安。
美國和中國官員週四結束了為期兩天的談判，但沒有取得重
兩名知情人士對路透表示，監管機構上週四再次禁止銀行利
中國在 2017 年引入了“反週期因素”，監管機構表示，這
大突破。隨著兩國貿易戰的升級，兩國又對各自價值 160 億美元 用部分銀行間賬戶通過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計劃在海外 是為了更好地反映供求關系，減輕市場可能出現的“羊群效應”
的商品徵收了新一輪關稅。
存款或放貸人民幣。這些變化收緊了人民幣在海外的流動性，使 ，並幫助引導市場更多地關註宏觀經濟的基本面。
雖然市場此前並未預期會達成協議，但目前的焦點已轉向美 做空人民幣變得成本更加昂貴。

國際貿易中心午餐會 經商成功人士演講
【休斯頓/ 鄧潤京】8 月 15 日，在國際貿易中心（ITC）舉行例行午
餐會。
每一個月的第三個星期三都會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行午餐會。會中邀
請當地經商成功人士講解不同的題目。聽眾也多數是經商的人士，對相
關題目有很大興趣。
8 月 15 日有兩位主講人，來自 SCORE 的 Bill Klingberg, 第一個上來
與大家分享什麼是 SCORE 的服務。首先 SCORE 是由退休人士組成的。
他們的服務在很大程度上是免費的。SBA 是 “美國小商業屬” 的英文
簡寫。這些退休人士多數來自 SBA。退休以後他們可以幫助社區裏的小
商業取得貸款、制定商業計劃、聯系大公司開辟商業合作。對於外來人
，例如從中國來的商人會很有幫助。很可惜，許多外州或外國來的商人
阮議員，
阮議員
， Danny Nguyen 和他所推薦的
和他所推薦的《
《The Soul of
並不知道在休斯敦地區有 SCORE 的服務。
來自 SCORE 的 Bill Klingberg 先生
先生。
。
Success 》。
根據 SBA 的統計，小商業在成立以後的兩年時間裏，只有 66%的小
本買賣成活下來。換言之，今天有人將半生打工的儲蓄拿出來，準備自
是休斯敦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商咨詢委員會主席。有 21 年在商業地產的從業經驗。本次座談會他
己當老板了。其結果會是怎樣的呢？如果機會均等的話，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在兩年之內血 隆重向與會者介紹一本書《The Soul of Success 》。一個新移民如何在美國這樣的新大陸取得商
本無歸。在中國城附件，這樣的例子很多。如何避免前車之鑒，SCORE 有許多故事可以分享。
業上的成功，這本書裏有答案。
Danny Nguyen 是第二位主講人。他是第一代的越南移民，曾經做過密蘇裏市的市議員，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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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教育名師巡講 漫談中華文化精髓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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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中華文化精髓》主講人康爾教授
，先後就讀於南京大學、北京電影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等高校，
獲得了文學博士的學位。現在是南京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副院
長、博士生導師、國家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亦是國家教
育部戲劇、影視、廣播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高校藝
術教育專家講學團特聘專家，另外也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欄
目《傳奇紫砂壺》講座主講。
“國學”之名始於清末，那麼作為教師首先要瞭解“國學”
的內涵是什麼？學界的觀點事實上並不一致，最狹義的解釋是：
“國學”就是國家之學、國人之學、治國之學，國家就是儒學；
而從廣義上來看，“國學”是中國古代和現代學術文化的總稱。
包括中國的文學、歷史、哲學、政治、思想、倫理、地理、經濟
乃至書畫、音樂、易學、數學、醫學、星相學、建築學等等。由
於內涵不明，康爾教師一般不用國學這個概念，而說中華文化精

髓。
說到中華文化精髓，主要積澱在“經、史、子、集”中。所
謂“經”，指的是儒家的重要經典；“史”，指記載歷史的書籍
；“子”，指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類書；“集”，
指文學作品合集。乾隆時期的《四庫全書》就是經、史、子、集
加上皇室的其他藏書，這些書籍，為中華文化精髓的傳承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並且集中體現在國人的哲學思想中，所以，中國自古
有“和”文化的傳統，宣導：人心和善、行為和順、家庭和睦、
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中國哲學中有一派，被稱為氣論哲學。氣論哲學認為萬事萬
物中，尤其是鮮活的、運動的、有生命的事物中，均有“氣”的
存在。氣論哲學所說的“氣”，特指一種微細且流動的存在物。
雖然這種微細且流動的存在物，目前還無法獲得確認，但是一氣
充塞的氣論哲學讓藝術作品要有氣韻、氣勢、氣脈、氣度的審美
標準，讓藝術作品要有主旨、主題、主幹、主線的創作原則。

中華傳統思維方式，最顯著的特徵總是採用類比思維。西方
人善於邏輯思維、嚴謹細緻、周延周密，更具有確定性、必然性
。東方人擅長類比思維，由此及彼、觸類旁通，更具有推論性、
豁然性。類比思維主要有三個種類，首先是事物之間的類比，再
來是事件之間的類比，最後是模式之間的類比。哲學家康得曾說
過：“每當理智缺乏可靠論證的思路時,類比這個方法往往能指
引我們前進。”
人的一生是從學習開始的，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論語開篇》即提出了以學習為樂
事，並且願向所有人學習的謙虛精神。應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注重修養、嚴格要求自己的主張，知識可以增長才幹、改變命
運。因此，愛學習是一種快樂，想學習是一種幸福，求知若渴是
一種喜悅。學習新知識，溫習舊知識是一件愉悅的事情。所以我
們要樹立終身學習的思想。讓學習成為教育事業成功的推動力
。 (章劉曉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