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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購房好時機？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81106_4分之1版簡

對于美國的購房者來說，現在
是一個置業的好時機嗎？目前的按
揭標準已經開始放鬆，例如信用評
分的要求，抵押貸款利率仍然處于
低位。在全美很多地方，不少賣家
意識到今天的購房者都比較謹慎
和保守，不會支付過高的...

對于美國的購房者來說，現在
是一個置業的好時機嗎？

目前的按揭標準已經開始放
鬆，例如信用評分的要求，抵押貸
款利率仍然處于低位。在全美很多
地方，不少賣家意識到今天的購房
者都比較謹慎和保守，不會支付過
高的金額。業內資深人士指出，正
在計劃購買房屋的人士應迅速采
取行動，預計住房市場于未來數月
仍會升溫。
以下是5個最佳購房時機的發展趨
勢：

（一）信貸標準放鬆
近年來，除非擁有完善的信用

評分才能夠獲得抵押貸款。但是，
最近，貸款人似乎放鬆信貸標準。
根據埃莉協會的調查指出，去年8
月份購房者的平均信用評分為727

分，雖然仍然是一個很高的分數，
但是，相比數年前的750分，明顯有
所下降。而2013年8月的平均信用
分數則是734分。至于美國聯邦住
房管理局的貸款，今年8月的平均
信用得分為682分，2013年 4月為
697分。埃莉協會總裁喬納森‧科
爾(Jonathan Corr)說：“從2013年至
2014年上半年，這個數字已經持續
下降。現時，絕對不會回到2006年
的水平，但是，將會回到一個正常
的市場。”現時的貸款人對于再融
資申請人的條件再下降，以吸引更
多借款人。

（二）購房者搬到更便宜的住
房市場

現時，不少的購房者，尤其是
年輕一代，都願意轉到經濟適用的
房產市場。房地產公司最近編制了
全美最實惠房產市場的名單，列出
平均房價和按揭付款的百分比。例
如，位于北卡羅萊納州的費耶特維
爾(Fayetteville)，一般的購房者花
上家庭收入大約13%來支付房貸。
自2007年以來，當地的千禧一代年
輕人的人口增長超過20%。布基斯

特
(Blomquist)
說：“這可能
不是你想像
到年輕人會搬往的城市，然而，這些地
方的工作機會不斷在改善中。”

（三）年輕人購房觀念改變
按 揭 服 務 主 任 帕 瓦 (Pava

Leyrer)指出，千禧一代的購房者一
直謹慎消費，他們堅持自己的預算
。再者，年輕一代視房屋作為居住
的地方，並不是其父母認為的一項
投資。布基斯特說：“許多年輕人觀
察到父母所經歷的房產起跌的市
場，過去7年來，住宅價格沒有繼續
升值，並顯著下降。”因此，千禧一
代改變了他們的購房觀念，他們不
相信買房子會有升值，導致他們更
加謹慎置業。根據調查，大約36%
的千禧一代說，購買房子是一個風
險少的投資。

（四）固定利率將逐步上升
抵押貸款銀行家協會預計今

年第四個季度，30年期的固定利率
將攀升至4.5%，這仍然是一個具有
吸引力的利率。但是，如果預測是

正確的話，固定利率將逐步上升，
直至2015年中期，將會達到5%。房
貸分析師指出，如果還在尋找一個
物業，仍未準備好的話，可能還有
一點時間。但是，如果寄望利率進
一步下降，機會可能非常少。

（五）待售房屋數量上升
今年夏季，美國各地的房屋銷

售活動不錯，但是，並沒有業內人
士預期的熾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是缺乏待售房屋。但是，今年秋天，
這情况可能會開始改變。根據全國
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最新報告指
出，截至去年8月，總住宅數量下跌
1.7%，只有231萬間待售房屋。分析
師指出，隨著越來越多的房屋推出
，對于一些還沒有找到理想單位的
買家來說，選擇多了，或有機會購
買合適的家。科爾說：“房地產市場
是反映經濟狀况的指標，我認為未
來數月將會穩步增長。”
取材美房吧

5個最佳購房
時機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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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計，是一種以居住在該空間的人為對象所從事的
設計專業，需要工程技術上的知識，也需要藝術上的理論和
技能。

泛指對室內建立的任何相關物件，包括：牆、窗戶、窗簾
、門、表面處理、材質、燈光、空調、水電、環境控制系統、
視聽設備、家具與裝飾品的規劃。

申請裝修許可到底應該是屋主自己去申請，還是負責裝修
的專業裝修隊去申請呢？

有兩種選擇：
如果是自己會裝修，而且自己會花一些裝修的設計圖提供

給市政廳審查，那麼就可以自己去申請裝修許可；
但是如果完全不懂，就要找人包工程，就應由承包工程的

人去申請。這樣，責任的歸屬才會清楚；
如果您只是找個裝修工人幫手，由您自己施工那就是您自

己申請。
正規公司向來都是以自己名義申請執照許可，而非轉他人

或屋主申請。
也就是說如果屋主自己去申請裝修許可，一旦裝修出了問

題就是屋主自己負責。
但是如果是由裝修隊申請，那麼有什麼問題是由裝修對負

責的。

室內裝修涉及到需要申請裝修許可的範圍
室內裝修只要是涉及到水電都是需要申請裝修許可證。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規定，結果就會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例如：有個人買了一棟房子，當時洗衣間是在一樓，他覺

得占地方，就找了幾個裝修工人把洗衣間搬到地下室去。為了
通風好他就在洗衣間旁邊開了一個排氣扇，結果鄰居很不滿意
就把他們舉報了。

市政廳的人過來一看，發現他們把洗衣房挪到了地下室，
因為把洗衣間挪去地下室，既要把水管引下來，又要接電源，
涉及到水電的改建，又沒有申請裝修許可證，就給他們開了一
張罰單。

而且不僅僅是要交罰金而且還要將洗衣房拆除，就算想去
再補一個裝修許可都沒有機會。

如果想要重新建，就還要再按照正常程序走一遍，申請許
可證，把裝修圖紙交給市政廳，再裝修，驗收。

花了大價錢不說，而且還浪費時間。
那如果沒有人舉報他可能就沒有問題了是吧？很多人是不

是就抱著這樣的僥幸心理呢？
其實如果裝修沒有被發現或者舉報，但是一旦因為裝修不

當導致房子淹水或者著火，保險公司都不會理賠的。
而且將來賣房子的時候發現和原來房屋的圖紙不一樣，也

還是會被要求拆除的。
到底什麼樣算是涉及到水電？需要申請裝修許可證？
換個水龍頭，還有插座這樣較小的項目不需要申請許可證

。但是如果自己不是有十足的把握能夠做好，就還是最好請人
來做。一個小小水龍頭有可能就讓一棟房子變危房。

電也是一樣的道理，一旦自己裝插座沒有裝好，萬一引發
短路就會造成火災。

很多家庭使用天然氣，這個可能也屬於有一定危險性的，
那涉及到這部分的裝修是不是也需要去申請？

但凡涉及到水電煤氣這樣的裝修還都需要申報。
如果想要拆除一些牆板，超過四分之一就需要申報。很多

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誤解，這個四分之一不是指整棟房子的四分
之一，而是一面牆的四分之一。

儘管美國的這種牆是石膏板的，感覺好像拆除也很簡單，
但是畢竟這些牆板也是安裝到房屋的木質結構上的，所以大面
積拆除時如果處理不當，還是會影響到房子。

地下室的裝修有哪些事需要申請許可證呢？
地下室的裝修需要注意的就是，一般地下室是沒有衛生間

，如果你打算在地下室裏裝修一個衛生間，像這種設計到要把
水管和下水引過去的裝修是必須要申報的。

另外，地下室如果打算做個隔間這些裝修也都需要申請。
還有安裝煙霧報警器也是需要申請的。

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裝修施工隊的專業程度。
想在裝修上省錢，一定不能省到雇傭裝修隊上，只有正規

的裝修人員才能保證裝修的質量。
有些人為了省錢，隨便找了幾個工人過來拆，沒有想到拆

完找市政廳的人過來看。他們一檢查，因為那些裝修的人不夠
專業，結果在拆除牆板的時候把他們家房屋承重的房梁就給傷
到了，影響了房梁，所以你必須要更換新的房梁才能驗收通過
，就這樣找裝修隊，購買材料加更換房梁又要花了三個月的時
間。

浪費時間又浪費金錢，專業的裝修隊會比較瞭解房屋結構
不會蠻拆，不會損傷房屋結構，而且還會負責將拆除的垃圾拉
走。

因為專業的裝修公司有購買保險，所以出了問題會得到賠
償。相反那些不專業的裝修隊就無法達到這樣的要求，而且裝
修出了問題也不負責。

如果整棟房子裝修，是不是每一項裝修都要去單獨申請
呢？

在申請施工許可時，市政府會根據圖紙或者申請者所填寫
資料來計算費用！

例如：要申請者填寫有哪些電方面的改建，根據施工多少
來結算費用；再統一計算水工許可證費用，依此類推再給總數
一次付清！

最後提醒各位讀者，不管是室外還是室內裝修，需要申請
許可的裝修還都是從居家安全角度去考量的。

畢竟裝修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所以為了裝
修得更舒心一定要做到安全裝修不違規。

（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1020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屋裝修須守法美國房屋裝修須守法 否則你要吃罰單否則你要吃罰單

購買新建房屋的買家會考慮購買房
屋保修（home warranties）。有些房
屋保修是由建築商來承擔，而有些則是
建築商從承擔索賠責任的第三方公司購
買。房主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從第三方保
險公司夠買，來對建築商提供的保修範
圍進行補充。美國聯邦住房管理局
（FHA）和退伍軍人事務部（VA）都
要求建築商購買第三方保修，為使用
FHA 或 VA 貸款的新房買家提供保障。

房屋保修的關鍵在于明確保修覆蓋

哪些項目、如何索賠以及
如何處理同建築商或承保
公司之間發生的糾紛。

新建房屋的保修項目
對房屋的做工和建材提供
的保修範圍非常有限，比
如窗戶、外墻（siding）
、門、屋頂或管道、電氣

和暖通空調（HVAC）系統。一般的房
屋保修有效期為一到兩年，房屋的具體
部件適用的保修期有所差異；主要結構
的保修期最長可以達到 10 年。保修條
約中也會對如何完成保修以及負責人
（或公司）做出規定。

保修條約一般不涵蓋家電故障、瓷
磚或石膏板裂縫、灌溉系統以及生產商
保修（manufacturer’s warranty）覆
蓋的其他房屋部件。

另外，保修條約大多也不包含由于

進行保修帶來的額外費用，如維修期間
的物品儲存費用。

在你完成新房的結算手續之前，你
應該向你的建築商或第三方承保公司確
認以下問題：

1.保修項目包括哪些？不包括哪
些？

2.如果需要索賠，流程和時限是怎
樣的？

3.承保方拒絕索賠時，作為房主
的你是否可以提出異議？

4.承保方擔責的範圍如何（例如修
復到何種程度）？

5.承保方是否能推薦合作過的其他
新房買家，方便你諮詢保修事宜和經
驗？

6.承保方之前做過的保修房屋地址
在哪裏，以便你向這些房主諮詢？（文
章來源：美房吧）

在美國買新房在美國買新房
建築商保修涵蓋什麼建築商保修涵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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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打拼不易，對于想買房但資金又有限的人來說，不
得不精打細算的過日子，那麼，提前做好以下八項財務準備，
就可以順利買到你的夢想屋了。

第一，穩固收入來源
獲得貸款的第一要件是有穩固的收入來源。如果是被雇傭

者，需要準備過去1年的W2稅表與最近一個月的薪資單，最
近兩個月的銀行帳單上要體現薪資收入，銀行會在放貸前查證
你的受雇狀態。如果是自雇者，需要提供過去2年的報稅記錄
以及最近兩個月的銀行帳單。

沒有穩固收入來源的財務規劃，可謂是廢紙一張。如果你
目前工作的領域會受到經濟衰退所影響，最好推遲買房計劃，
直到保證你的工作是穩定的。

第二，計劃好每月的日常開支
如果需要償還房貸，平均來說，你的日常開支需要控制在

月收入40%內，如果你已經習慣大手大腳的生活方式，則需要
縮減開支，這可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另外，你最好要提前儲
蓄至少6個月的家庭開支儲備金，以防未來出現的財政緊張。

第三，儘早解決信用問題
申請者的信用分數高低，對銀行確定是否貸款及利息的高

低，起決定因素。沒有信用分數，是不可能申請到傳統型貸款
的。

如果希望獲得最優惠利率的申請者，FICO信用分數通常
必須至少為740分，越高越好。聯邦住宅管理局支持的貸款，
要求FICO信用分至少為580點。但信心分數低，申請者通常
需要支付較高的利息。

購房者應提前檢查自己的信用報告，避免任何錯誤使信用
分數受到影響。要求糾正信用分數出現的錯誤，一般需要數月
時間，因此最好在買房前提早解決，IPFS建議你提前六個月
監看自己的信用分數。目前，通過你的銀行網上服務或手機

APP，都可以很方便地免費查詢到你的信用分數；另
外，消費者每隔12個月，可以免費從三家信用公司
（Experian、TransUnion 和 Equifax）分別獲得一份
信用報告。

在買房前數月，應避免出現新的債務，因為新債
或信用卡債可使信用分數臨時降低，同時會降低貸款
額度。在申請房貸前數月，建議你儘量減少用信用卡
付帳。

第四，約談貸款經紀師，評估貸款額
在開始看房前，購屋者應約談貸款經紀師，帶著

你的信用報告和收入證明，評估一下可申請到多少貸
款。得到經紀師的批准書後，就可確定買房的預算。

從節省貸款利息等費用的角度出發，建議最好首
付20%以上，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首付高可獲得
更低的利息，第二當首付達到20%時不再需要支付貸
款保險費用。

第五，準備首付款
申請貸款時需要提供過去2個月的銀行帳單，以證明申請

者有足夠的首付款和所需的過戶費用。
建議在貸款前的2個月內儘量避免不必要的銀行存取記錄

，這樣可減少Lender的調查時間，使貸款流程更順利。帳單
上如果出現存款記錄，申請者需要說明資金來源，如果是家人
資助，必須出具家人的饋贈證明，如果非合理收入，則該筆資
金不被認可用于購房資金。換句話說，申請者最好在2個月前
將所有購房資金準備到位。

第六，結清現有的貸款額和債務
在買房前，最好還清現有的貸款額或者債務，如車貸、

個人貸款、信用卡欠款，因為以上債務會極大地降低你的貸
款額度，粗略計算每月有100元貸款便會減少約2萬元的房

貸額度。

第七，未來六個月的支出預算表
建議你建立一個未來六個月的支出預算表，將大筆開支如

小孩學費、保險費等都統計在案，同時至少儲備3個月的房屋
還貸額，即使一些不可預見的的緊急情況發生仍然可以每月按
時支付你的貸款額。有了這張預算表，在準備家庭開支儲蓄金
時，就對目標金額心裏有數了。

第八，計劃好家具和房屋內部裝修的預算
在買房後，許多人會在家具或房屋裝修上超支，實際上，

這是一筆主要的開支。家具和裝修的開支預算，應該在買房前
財務規劃階段就包括在內，而不是買房後再規劃。(文章來源
：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1020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在美國買房前的財務準備在美國買房前的財務準備

在美國投資房產，可以以個人名義，也可以用公司的名義
。許多人在購買自住且金額不大的房子時，會選擇以個人名義
買房。原因是手續相對簡單，手續費用較低，報稅簡單，以及

賣房時可以享受每個人25萬元的免稅額。但以公司名義買房
，也是有益處的。

以公司名義買房的優點：
1. 可以規避風險，達到債務隔離的目的。因為公司只負

有限責任，由房產引起的債務不會連帶到公司的其他股東，
也不會連累到其它個人財產。很適合除了房產以外，其餘個
人資產很多的人。

2. 可以保護個人隱私，不用將資訊公布在市政網站上。
3. 便于多人合夥，成立合夥人企業來購買房產。適合當

房產規模較大，個人的資金不夠，需要他人合夥投資時。比
起用聯合產權來購房，用公司名義購房在股份轉讓和股份繼
承等方面，更方便。

4. 比較適合專職做房地產投資的人。比較便于規避債務
等。

主要用來投資購房的公司類型有三種。
1.股份有限公司。由多個股東投資，每個股東只對自己的

股份負責。因此，每個股東只需要承擔一定的公司義務。而用
這種公司形式投資購房，通常會出現雙重納稅的情況。

2.合夥人公司。要求至少有兩個人成立公司：需要有一位
一般合夥人和一位或多位有限合夥人。一般合夥人對該企業需
要付全部責任，而有限合夥人只需負與投資份額相當的有限責
任。

3.有限責任公司。這種公司形式要求所有股東都只需要負
與投資金額對等的有限責任，而且並不存在雙重納稅的問題。

溫馨小提示：
1.使用公司名義買房時，如果是自住，那麼類似于地稅、

貸款利息等費用不能用來抵稅。但如果是投資，可以提供租金
報稅紀錄等，用這些費用抵稅。

2.根據有些州的法律，未成年人可以成為公司股東。因此
以公司名義買房時，可以將未成年子女算成股東。

3. 根據具體情況，還是要諮詢公司律師和房產經紀後再做
決定。(文章來源：美房吧)

以公司名義在美國買房都有什麼優勢以公司名義在美國買房都有什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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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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木地板，漂亮水晶
吊燈，櫥房花崗石臺面, 高級櫥櫃 。僅售 $499,000. 
2. 近Westheimer and Hillcroft , I-59, 交通方便. 3房3.5浴, 二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
銹鋼廚具,木地板. 僅售 $355,000.  租 $2,500/月,可立即入住.
3.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2.5浴，二車庫，新內外油漆及新外墻，浴室重
新裝修；2018洗碗機，2017 熱水爐。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203,000.   
4. 土地：Montgomery區，湖邊住宅土地，湖景優美, 有鐵門管制，高級社區. 僅
售$169,000
5.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6.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 可
立即搬入。
7. 大休士頓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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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星期一 2018年11月05日 Monday, November 05, 2018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海外置業。這
個“多”的範疇大到驚掉你的下巴。所以針對于
海外置業，如果你在考慮，如果你身邊同樣有人
問你海外置業的問題，請把這篇文章轉給他，看
完這篇文章我們再來討論到底要不要買，怎麼
買？

1. 如果你是報著國內這兩年的房產收益心態來
看海外置業，心想我兩年能不能翻個倍啊，那麼

我勸你默默的關掉這篇文章，後面不要看了。

2. 如果你有國內一線或二線城市的房票，先把
自身房票用盡，再去考慮海外的事情。中國是最
好的房產投資國家，錢在國內用不完了再考慮
國外。

3. 當然如果您的國內配置已充足，在如今國內
樓市估值普遍過高的當下，可優先考慮海外置

業。畢竟，多個籃子放雞蛋，總是好的。

4. 如果您有移民或孩子留學等打算，那麼同樣
可以考慮海外置業。度假自住兩相宜，打理起來
也方便。此外，全世界各地都有學區房的概念哦
。

5. 目前國外的杠杆可能算是有優勢的，且不占
用國內貸票，這部分人群可以考慮。畢竟能去海
外買房的人要買國內樓盤應該差不多要全款了
。

6. 海外房產雖然不可能像會國內那樣突然發
動，給你來個一年翻一番。但是健康的租售比一
直也是它的亮點，當然得看區域板塊。

7. 匯率有時像鈍刀子割肉，喜歡買買買的會發
現現在買包包越來越貴，海外置業不動產也可
以理解成囤上一堆保值的包包，本質上也是一
種保值投資。

8. 不要拿海外房產跟理財比收益率，理財拿的
是本金的年化收益，而房產除了有天然杠杆在，
海外房產還是永久產權。

9. 不要看到“首付20萬就能擁有海灘酒店公寓
”，“300萬就能享受超大house”這種廣告語沖
昏了頭腦。

10. 先冷靜，海外置業前請估算好你的資產淨值
，外國人買房可能首付，貸款，擔保都比本土高，
加上後期的稅費、律師費、維護成本需要你有足

夠的存糧，有備無患。

11.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
已經高度城市化了，這
樣的國家置業投資回
報率可能不亮眼，但非
常穩定，而且租售比可
觀。除了可以享受發達
國家配套外，法制和對
私有產權的保護深入
骨髓。

12. 移民類國家也知道

投資，優質的年齡結構的人口支撐，對置業的你
來說，意味著不用擔心空置率，也有充足的接盤
俠好變現。

如何選購海外房產

13. 國內外都一樣，都有所謂學區和階層劃分，
富人區、平民區、還有相對華人集中的社區，看
自己的需求選擇社區，當然千萬記得，遠離那些
治安不好犯罪率高的社區。

14. 就算是發達國家，也有一二三四線之分，不
要看到地大便宜就下手，房子地段非常重要。

15. 那麼市中心的公寓那麼貴了還能不能買？跟
國內一樣，交通便利配套實施齊全人口淨流入
地方的房子永遠都被定義為好房子。

16. 跟著知名開發商品牌一直是風險低收益高
的技巧，這點國內外倒是蠻一致的。

17. 買房前需要計算好成本，國內基本房貸下來
您就可以做甩手掌櫃了，國外不少地方都是有
房產稅，空置稅，高額交易稅，甚至有強制定期
維修翻新費用，因此賬本一定要算清。

18. 海外地產不代表是沒有泡沫的，不然就沒
08年次貸危機和迪拜爛尾樓群事件。

19. 如果真覺得值得投資，建議實地考察下，最
差也能給自己或者家人帶個包包回來。

20. 買房看準時機就下手，時機不等人哦～
(取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1023A 簡 房地產現況

海外置業的20個建議
成熟投資必備素質成熟投資必備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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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上大學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2012年到2018年期
間，全美範圍內學費增加了10％。但是，不僅僅是學生的學費變
高了，還有購買書籍、飲食以及住房的支出都跟著上漲。美國宿
舍的費用從每月232美元到1,817美元不等，中位數為705美元。
對于大學生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支出！

這不禁引發了我們的疑惑：在美國，是否在一些城市或者某
些學校，購買公寓的費用會划算于學校的住宿費用？

為了弄清楚這一點，我們比較了195所美國公立學校的住宿
費用，以及每個城市的公寓抵押貸款中位數。結果我們發現在其
中47所大學，學生購買公寓要比他們在校園裏租一間房子來得
划算。

經過篩選，我們列出了15個最受歡迎的學校。因為在這些學
校，每年都有很多的新生需要尋找住房，所以這些學校的公寓是
投資機會最好的地方。

留學生在美國買房應該注意什麼？
學區要好。美國的房子也有學區房和非學區房之分，學區好

壞教育質量也有很大區別。如果學區不好，只好上私立學校，那
樣學費開支很大。所以大多數人購房都選擇好的學區。雖然好學
區的房子貴，但是也相對保值，等若干年後孩子上大學了，還可
以賣了換個自己喜歡的地方去居住。

離工作單位要近。美國人居住觀念中沒有亞洲人的都市概
念。好的房子不一定是在繁華的地段。美國留學生他們選擇地段
，還要考慮距離工作單位要近。最好開車時間在15分鐘左右。換
句話說，方圓10公里以內，上下班方便，接送孩子也方便。

環境相對安靜。美國留學生不要離車站近或是靠主路近的
地方。美國主幹道上車輛多，流速快，噪音大。最好位于安靜的小
街道上。

采光好。在美國買房子雖不講究座北朝南，但一定要采光好
，節能又通風。

居住面積稍大些。美國單家獨戶的房子一般面積都比較大。
房子最好要雙層的，三房二廳一廚，一個小花園。房間多一些，便
于父母來探親時居住。

留學生在美國購房的流程？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在美國買房過程中涉及的公司及人員：

房產經紀 (Real Estate Agent)
貸款公司 (Mortgage Company)
房屋檢測員 (House Inspection)
房地產價值評估員 (Appraisal)
產權公司 (Escrow Company)

OK，現在準備買房了，您需要做什麼呢？
一、選定買方經紀

在這一過程中，你需要找一個 Realtor。為什麼呢？因為不是
所有的房產經紀都是 Realtor。Realtor 是指房產協會的會員。他
們擁有更高的標準以及更多資源為您搜索最權威的數據和統計
，確保您能找到最適合的房產。他們同時還
負責幫您：
預約看房；
陪同看房；
商討價格；
回答您的疑慮和問題。

二、尋找貸款公司
貸款公司可以是銀行，私人借貸公司，或

者是信用合作社。這一過程中您需要提供您
的護照，工作信息，收入資料，以及現有存款。
所以儘早的將資金轉入美國本地將加速您的
買房流程，並提高您的買房成功率。
貸款公司一般會要求外國申請人支付房屋總
額的40%作為首付。申請人會在這個階段獲
得貸款預准信 (Pre-Approval Letter)。有了
Pre-Approval Letter 之後您就可以看房遞
Offer 了。

三、選定房子，遞交 Offer
當您挑選出喜歡的房子後，經紀人會協

助您做 CMA 估價，之後買主决定出價金額。
發出 Offer 時，買家需附上訂金支票（一

般訂金約為出價金額的2-3%）。經過買賣雙
方協商，達成一致。進入第三方公證公司進行
買賣過戶手續。

四、房屋檢查，維修談判
合約正式生效後，您的經紀將會為您預

約白蟻檢查以及房屋檢查，來判斷房屋的情
况。檢查之後他們將會給您一份房屋檢查報
告。如果房屋需要維修，買賣雙方可以通過經
紀人進行協商，由誰來支付維修款。

五、房屋市場估價
貸款公司只有在證明房子的價值大于等

于出售價格的時候才會貸款給你。這時候你
需要專業房地產價值評估報告。通常情况下，
買家需要支付房地產價值評估，而評估員會

由銀行等借貸機構指定。

六、第三方過戶公證公司
最後，第三方過戶公證 (Escrow) 公司會去檢查房子的過往

產權歷史，確定是否可以出售並合法的轉移給您。您會在這一步
完成所有的公證過戶手續。然後取得鑰匙完成過戶，辦理水電煤
。
(取材美房吧)

在美國這15個大學
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購買公寓比住校還划算

美國公立學校的住宿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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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風俗面面觀
美國的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歐

洲文化的延伸，因為美國人的語言、人
口構成、立國精神等都源於歐洲。另一
方面，美國文化又與歐洲不同，因為歐
洲移民在北美大陸上驅趕走印第安人
後，在一片荒蕪曠野之地創造了令人
讚歎不已的燦爛文明。所以，總體上說
，美國文化習俗與社交禮義時，既有歐
美文化的相同性，又存在著相異性。

文化習俗是個範圍廣泛、內容複
雜的題目，涉及人在社會生活和交往
中的方方面面，下面，本人主要介紹美
國各地區生活習慣上的差異，以便新
移民更好地融入當地的生活。

根據地區差異，美國分為如下幾
個地區：新英格蘭地區，中大西洋地區
，南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及西海岸地區
。其中西海岸地區還可以分為太平洋
沿岸各和山地各州。國內的文化差異
主要是區域差異，但區域內部的文化
和生活習慣大致相同（就好像中國分
為東北、華北、西北、華南、東南、西南
等區域）。

1.“聖經帶”（Bible Belt）
指的是美國東南及中南部各州，

包括德克薩斯、俄克拉荷馬、路易斯安

那、阿肯色、田納西、密西西比、肯塔基
、亞拉巴馬、佐治亞、南卡羅來納、北卡
羅來納等黑人比例較高的州。由於該
地區有大量的福音派新教徒，民風非
常保守，對宗教十分狂熱，日常行事都
要以聖經作為基本準則，去教堂做禮
拜的人數比例要遠遠高於美國其它地
區。在美劇 TBBT（生活大爆炸）中，
Sheldon 就因為來自保守的南方 Texas
而常被大家取笑他家鄉和他媽媽的生
活習慣。

2. 聖 帕 特 裡 克 節（St. Patrick's
Day）

每年 3 月 17 日的愛爾蘭節日聖
帕特裡克節（St.Patrick's Day），芝加哥
市內的芝加哥河都會被染成綠色，紐
約的第五大道也會舉行大遊行，全國
各地的人們也都會穿上至少一件綠色
的衣服、褲子、鞋子、包甚至帽子等。聖
帕特裡克節是為了紀念愛爾蘭守護神
聖帕特裡克的基督教官方宗教節日，
現在也是愛爾蘭的國慶節。由於綠色
是愛爾蘭的國旗顏色，因此每逢每年
的這一天，愛爾蘭人和全世界的愛爾
蘭後裔都會以穿戴綠色來慶祝此節日
。聖帕特裡克節主要在美國北方各州

較為盛行，因為南方各州非裔人口比
例高，愛爾蘭後裔相對較少。

3.“軟性飲料”(Soft drinks, 不含
酒精的飲料)

當美國人提到“軟性飲料”（Soft-
drinks, 不含酒精的飲料）時，不同地區
的人們使用的詞匯是不一樣的。如下
圖所示，被鮮綠色所覆蓋的新英格蘭
地區和西海岸地區（以及少部分中部
地區）的人們使用“Soda”（蘇打碳酸水）
來指代軟飲，被黑色所覆蓋的廣大中
西部地區的人們則使用“Pop”（汽水），
而被翠綠色南方地區的人們則使用

“Coke”（可樂）。
4. 美國西岸文件VS. 美國東岸文

化
以矽谷灣區（Silicon Valley, Bay

Area）為代表的美國西海岸地區文化集
中于科技與創業，而以紐約為代表的
美國東海岸地區文化集中於時尚、藝
術/娛樂、及媒體等。西海岸人民熱衷
於談論運動、健康、戶外運動等體能特
技話題，而東海岸人民則更偏向於室
內運動和愛美。

此外，還有一個“8/6 Phenome-
non”（8/6現象），就是說在矽谷灣區能

被評為8分的女人，到了紐約就至
多只能是6分，原因是灣區男人占
多數，而紐約是女多於男。

5. 加州令人頭疼的交通
說到民風自由、種族多樣性

非常高的加州，就不得不提到加
州令人頭疼的交通……除了北加
的灣區尚有公共交通 Bart 系統
（類似於地鐵，聯結了舊金山、聖

約瑟、奧克蘭
、伯克利、薩
克朗門托等
灣區主要城
市），加州其
他地區基本
可以說是沒
有公共交通。

美國許多地區的公路最左道被規定為
拼車，是給坐了兩個人以上的汽車的
專用通道。南加城市洛杉磯市內的405
號公路有“北美最大停車場”之稱，加
州汽車的普及率和保有量可見一斑。

6. 美國對“進門是否脫鞋”各地
區文化不同

在美國，進門是否脫鞋也因地區
文化不同而異。在大部分南方各州及
哥倫比亞特區，進門無需脫鞋。而在大
部分北方各州，進門必須脫鞋。一般來
說，在鞋子是濕的或是髒的、室內的地
毯或地板較為貴重，這兩者中符合任
何一者進門必須要脫鞋。

7. 美國紋身文化
和大多數生活在美國大陸的人

們相比，來自夏威夷島的人們一般身
上會有更多紋身（tattoo）。這一現象主
要有三個原因：

1) 宗教保守主義在夏威夷島嶼
的影響非常之小，民風相對自由開放。

2) 由於夏威夷島的高度移民率，
波利尼西亞文化、東亞文化和西方傳
統三者的融合，為夏威夷地區的紋身
文化提供了更豐富多樣的圖案選擇和
發展方向。

3) 軍隊的存在也同時促進了夏
威夷地區紋身文化的繁榮。

總的來說，越是民風開放、少數
族裔人口比例高的地區（諸如西海岸
的加州、俄勒岡州及南方的佛羅裡達
州、德克薩斯州和內華達州等），紋身
文化越是流行。

8. 美國各地區英語用詞方面的
差別

中國人講普通話會有用詞上的
差別（比如“窩心”這個詞，在南方人口
中是褒義詞，表示溫暖安心；而在北方
人眼裡這是個貶義詞，表示難受煩心）
，美國人講英語也會有差別。更多美國
國內英語詞匯上的說法差異，詳見此
鏈接：22 Maps That Show How Ameri-
cans Speak English TotallyDifferently
From Each Other。

9. 美國火車
在美國，一般的出行方式是坐飛

機、大巴或自己開車，極少人會選擇坐
火車。現今的美國鐵路已經極少用於
客運，相當多的地區甚至都沒有鐵路
或火車站，即便是在有鐵路運營的地
區，坐火車的花費也往往高於坐大巴
和飛機。相對來說，東海岸的軌道交通
要發達些，當然了跟中國那是沒法比，
但跟公共交通幾乎為零的中部和西海
岸比要好太多。在汽車高度普及的加
州，有一個有趣的說法：為了鼓勵居民
坐火車，政府允許居民自己去購買一
節火車車廂，然後放自己家院子裡，隨
意塗鴉成自己喜歡的圖案，若是想坐
自己家的火車，就聯繫政府，然後相關
部門會拉來火車頭將你家的車廂拉到
鐵軌上，然後就可以坐只有一節的自
家火車出門玩去啦。

10. 美國的官方語言
雖然慣例上大家都默認美國的

官方語言是英語，但事實上聯邦法律
並沒有明確規定美國的官方語言；僅
是有28個州在州法律級別立法規定了
英語是defacto official language（事實上
的官方語言）。此外，在新墨西哥州和
美屬波多黎各地區，西班牙語同樣擁
有官方語言的地位（因為新墨西哥毗
鄰美墨邊境，有大量的墨西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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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留學打工秘笈
說起打工，你必須要知道的就是CPT與OPT
CPT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它是一種讓外國學生校外工

作的一種工作許可。CPT由學校批准並在學生的I-20表上注明，
申請CPT之前必須有實習接受單位(Job Offer)，一般要求註冊有
一門相關的特殊課程並通過CPT獲得學分，CPT只用于學生畢業
之前與課程有關的工作，邊工作邊掙學分。所以很多美國大學的
CPT是可以轉換一到兩門學科的學分的。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它是讓外籍學生將所學專業知
識到校外運用於實踐的一種臨時工作許可，分學習結束前的OPT
和學習結束後的OPT兩種。一般來說在上學期間任何時候都可以
用OPT工作。

移民條例規定下列三種情況下學生可以用OPT實習：第一
是放年假期間和學校沒有開學的其他時間，但學生必須還在登記
註冊，而且有條件或資格並有意在下學期進行註冊上課。第二是
學校正在開學期間，但學生實習不能超過一周20個小時。第三是
完成課程之後的畢業實習。
校內打工注意事項

根據美國公民和移民服務局(USCIS)的規定，校內打工不需
申辦特別許可，但是必須持有有效的F1簽證且需要知會USCIS。
在學期中的每週工作時間一般限制在20小時;在節假日和假期時
可全職工作(可達40小時/周)。

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一個學年，任何形式的打工都是不允許
的。
那麼校內打工可以做什麼呢

圖書館 美國大學圖書館為學生提供的工作機會較多。圖書館
環境單純，工作任務也不重，順便還可以飽覽群書，是最名正言順
的半工半讀的地方。由於此類工作比較熱門，建議留學生到校後，
儘早到圖書館詢問有關信息。

電腦房 美國大學的電腦房通常會聘用很多學生擔任電腦助理
，為使用電腦的學生提供資訊和現場幫助。留學生如果精通電腦
知識，可去學校電腦房申請當助理員。

學校餐廳 美國大學一般都設有餐廳，除管理人員與廚師外，其
他工作人員往往聘請學生擔任。此類工作機會較多，工作輕鬆簡
單，除有一定的經濟收入外，還可解決吃飯問題。

學生宿舍 美國大學本科生的宿舍都設有宿舍管理助理員（RA）
，一般都由研究生來承擔。這種工作除可享受免費住宿的好處外，
還可有一定的經濟收入，也不會佔用很多的私人時間。

其他 學校行政機關經常需要有人擔任行政助理、秘書等，甚至
需要司機、清潔工等。這些工作學生都可承擔。學校書店、校警等
機構也會雇傭學生，有興趣的人可去申請。如有教中文的經驗，則
不妨到校內中文班去應聘作助教工作。
校外打工注意事項

除了實習類工作，持F1簽證在校外打
工是違法的，且實習類工作需申辦特別工作
許可證。

具體規定是：持有合法學生身份，入學
9個月以上，成績達一般標準者，經學校國際
學生顧問批准，即可到移民局或勞工部認可
的公司去打工，打工有效期限為一年，但可申
請延長。切記，打工的公司必須是移民局或勞

工部認可的公司，而不是任何公司均可。
校外實習工作有什麼類型呢

申請有學校補貼的實習工作 你所在大學的職業發展辦公室可
依據申請實習補助的情況而發放給你補助，有許多助學金和獎學
金是為從事無償實習的學生而專門設立的。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
國外，都有其他補助來資助無償的暑期實習，但是一定得早點查
找那些機會，申請暑期補助常常早在3月或者4月就截止了。

申請有研究補助的實驗項目 得到一份研究補助並不意味著你
必須得整天地困在實驗室不停地攪和試管中的各種試劑，在各領
域的獨立研究都可以得到補助。不論你的專業或者興趣是什麼，
獨立研究補助允許你深入到你選擇的這個學科。

許多這樣的研究補助是專設給大三學生的，但是，也有許多
這樣的補助會開放給大二或者大一的學生。確保早些申請，並已
經有一個思路清晰的研究計劃——爭取這些補助的競爭可是相
當激烈的。

有的同學可能無法申請校外的實習希望在校外打工，但一
定切記：

如果沒有經過學校允許在外面工作被發現，學校是有權把
你開除的，移民局一經發現即遣送回國。

中餐館打工、送外賣等等都是黑工。如果被發現後會影響工作
簽或者綠卡。

如果真的要打黑工，一定要清楚知道這是違法的。處
處小心，要知道你送外賣被搶劫了也是沒有辦法報警的。
另外，工資全部用支票或者現金結算，千萬不能走正常渠
道。

也有的小夥伴可能沒有充足的時間或精力打工，這
裡還有一些創業小乾貨

中華小當家 雖然說現在中餐館在國外遍地都是，但是高
昂的價格和為了遷就外國人口味經歷了時間洗禮的奇葩

“中國菜”口味是沒辦法滿足多數留學生的。
那麼你有沒有想過，你在家跟著父母學的一兩道家

傳口味菜，對於其他留學生來說，就是他們想吃的正宗中
國菜，並且還可以提供送貨上門服務，這是多大的誘惑？

不用什麼祖傳的技藝和複雜的原料。花椒，包菜，醋，
幹辣椒就是一味手撕包菜。買一個番薯，再買一塊姜，就是
正宗的番薯糖水。滿足自己的胃同時，也可以給自己帶來
一筆外快。

特色洗剪吹 大家都知道在理髮是一件多麼恐怖的事情，
要提前預約，價格還高昂。與髮型師的溝通不暢分分鐘會
讓你擁有一頂洗剪吹都鄙夷的髮型。所以有些人索性大半
年不理髮，頂著慘不忍睹的髮型堅持到回國。

這時候就可以上網搜索教程，雖說複雜的髮型很難
做得到，但學會理得乾淨清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學會把
男生的頭打理的蓬鬆立體，把女生的頭髮剪出層次，在不
極大改動長短的情況下，儘量打薄得輕盈順暢。

敬業老司機 對於一些有車的同學，可以選擇接送接送服
務。鑒於打車的價格，很多同學是很有可能願意接受的。空
閒的時候，接幾單新生往返機場，或者幫著同學出車搬家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聰明的你說不定會有更好的主意，想到就不妨去嘗
試一下吧！不過各位小夥伴一定要懂得，分配好自己的時
間，不要影響到自己的學業。畢竟在外國花了這麼多錢讀
書，不是為了兼職賺點小錢的，千萬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
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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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融入美國留學生活的十三招
1.水土不服要調整

不少學生在出國前對留學生活充滿了憧
憬和嚮往，把海外生活想像得無限美好。在留學
夢想實現後，卻發現夢想和現實差別很大，自己
不能適應國外的生活，產生了“水土不服”的現
象。某女學生為出國留學準備了7年，但等她在
海外入學七天后，便哭鬧著回國了。究其原因，
竟然是到海外後根本無法適應海外的日常飲食
，每天只吃從國內帶的泡面。泡面吃完後，仍不
能接受國外的食品加上身體上的不適，被迫回
國。其實這是很多留學生在初到海外時都會遇
到的問題。一些學生在國內時，可能會對吃西餐
比較羡慕，可真地等到了國外以後，面臨著每天
都要以西餐為主食時又無法適應了。即使是在
國內比較愛吃的麥當勞、肯德基，在吃過一段時
間後也會感覺無味，開始瘋狂想念國內美食和
自己家裡做的家常菜。留學360提醒大家，如果
你住的是寄宿家庭，可以跟寄宿家庭的父母溝
通，說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自己剛好會做一些飯
菜，可以跟寄宿家庭一起來做。這樣不僅能吃到
美食，還可以增加與寄宿家庭的感情，快速融入
當地的生活。如果是在學校公寓或在外租房，也
可以嘗試著自己動手做一些飯菜，做飯用的素
材和調料之類的在美國唐人街或一些超市內是
非常容易買到的。如果廚藝夠好的話，還可以請
國外的同學朋友來分享你的手藝，相信這樣還
能幫你交到一些不錯的朋友。
2.學習方式要轉換

中國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勤奮和刻苦可以
說是得到世界公認的。中國很多學生在習慣了
國內應試教育後，對於美國課堂上自由討論的
方式無所適從。因此，美國的一些媒體對部分中
國留學生做出評價：“上課沉默，下課抱團，很多
學習存在問題”。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課堂上如此
沉默、安靜的表現，甚至讓一些美國大學教授非
常不適應，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教課方式。
留學360提醒廣大留學生，既然選擇了到美國讀
書，就要學會改變在國內已養成的上課習慣，努
力調整自己去適應國外的教育模式。美國課堂
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實踐能力，
所以，在課堂上積極主動地與教授和同學互動，
勇於表達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和見解，對快速適
應美國教育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在學習之餘，
經常參加學校或社會實踐活動，也是有助於擴
大當地朋友圈，快速融入海外環境的一種有效
方式。
3.制定時間管理計劃

與中國教育體系不一樣，美國大學更加強
調自學的能力，一般的美國大學生需要至少付
出課堂時間兩倍的時間進行課外自習。美國大
學要求每個學生每個學期至少修讀12個學分，
也就是每週12個課時，加上課外的自習時間，每
個學生每週至少要付出36個小時在學習上。但
是美國的學習生活並不只是學習，還有課外活
動、社交活動、旅遊、日常瑣事等等，怎樣合理安

排好時間就是中國學生面對的第一個
挑戰。一定要制定好計劃，分清主次，
根據教授開學第一周給的教學大綱
(Syllabus)來規劃自己每個月、每一周、
每一天的行程。因為教學大綱上不僅
會有老師每一周的教學內容和小測考
試安排，還會有成績比例構成，可以幫
助同學在做時間表的時候更加科學。
4.聯繫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初次來美的同學們可能有各樣
的疑問，網上的信息可能不能滿足你
的需要，所以應及時與學校的中國學
生學者聯誼會會(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CSSA)聯繫，尋求
幫助。聯誼會一般都會對新生提供接
機、臨時住宿服務。許多學校的聯誼會
也有信息交流平臺，包括租房、舊書、
交友等。請與相關負責同學聯繫，取得
信息。同時各校聯誼會組織都與中國
使領館有密切聯繫，在必要的時候，提
供臨時保護和協助。
5.多學習與人交流

去美國留學的學生越來越趨於年輕化，安
全意識較為薄弱。他們的自理能力和自立性相
對要差一些，與人溝通、適應社會的能力比較低
，這直接導致學生在國外遇到問題或與別人發
生爭端和矛盾的時候不知道如何處理，因此，學
生在出國前最好能有意識地學習如何與人溝通
的技巧，提高自己適應異國生活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6.瞭解中美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差異

對留學生們來說，除了學習方式的轉換調
整，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對新環境和中外文
化差異的適應。如果想儘快融入美國，多瞭解一
些中美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差異是非常有必要
的。在與當地人交往時，最好多瞭解當地的文化
傳統和一些日常禁忌。不少留學生到美國後，往
往會發現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在國內英語水
平已是相當不錯，雅思、託福也都拿到了驚人的
高分，但當他們與美國當地人交流時卻發現以
前在書本上學到的詞匯和用語有時根本就用不
上。而且由於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少人都帶
有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口音或方言，交流時也會
產生一些障礙。留學360建議在與當地人溝通時
，儘量學習當地的語言表達方式。這裡提醒大家
，有些留學生由於缺乏對美國社會文化的瞭解，
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的，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
麼，甚至還把在國內養成的一些陋習帶到美國
來。比如，有的學生自認為與國外同學相處了一
段時間後，就非常熟悉了，所以開始肆無忌憚地
開一些玩笑。殊不知，美國的“自由”是相對的，
美國人雖然相對比較開放和自由，但也有自己
的生活和文化禁忌，比如：個人隱私，信仰等。
7.瞭解當地治安，醫療等狀況

出國留學之前，應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各種

安全知識，主動向校方索閱相關安全資訊、手冊
和緊急聯絡電話號碼，以防患於未然；抵達美國
後，應儘早瞭解該地治安狀況，一旦確定住所之
後，要向當地居民請教周圍環境，注意是否設有
安全措施，如大樓警鈴、路邊免費求救電話等。
到達學校後要知道應急報警機關和急救室、醫
療站在具體位置，以免遇到突發事件時驚慌失
措。
8.養成批判性思維

與知識記憶型的中國教育不同，美國的教
育體系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在美國
大學，討論課上對閱讀材料進行批判性地討論，
寫論文的時候對各種證據進行論證評估都需要
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是美國大學生必須掌
握的技能，不僅對其學業有重大幫助，而且也會
影響到未來的工作。同樣是對一件商品銷售途
徑的建議，老闆會更欣賞那個經過市場調查，數
據和證據分析再得出結論的雇員，而不是那個
直接得出結論的雇員。
9.遵守美國規則和法律

在國內，大家對過馬路時亂闖紅燈，不遵
守交通規則，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或吸煙的行為
習以為常。在美國，這些陋習千萬要不得。在中
國，行人和汽車搶道的現象比較常見。而在美國
，開車時要尊重行人，讓路人先過馬路，等行人
順利通過時，汽車才小心翼翼地前行。另外，為
了行車安全，尤其是雨天地面路滑時，開車更是
要求小心。此外，留學360要提醒各位留學生的
是，在美國留學時，不但要瞭解中美文化和生活
上的差異，還要多瞭解一些法律常識，以免無意
中觸犯了該國的法律。
10.隨身攜帶求助方式

美國留學生應加強與中國駐外國使館之
間的聯繫。在校內要知道應急報警機關和急救

室、醫療站在哪裡；將學校的緊急聯繫電話、住
地附近的報警電話號碼、中國駐當地使領館的
電話等號碼隨身攜帶，以便及時尋求幫助，在發
生任何緊急事件時能第一時間發出求救信號，
得到快速及時的救助。
11與教授進行積極高效的互動

美國有兩種類型的大學，一種是以教學為
中心的文理學院，一種是以研究為中心的研究
性大學。在文理學院中，小班環境會讓教授和學
生有更多的互動，甚至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
業指導老師。內向的學生在文理學院會得到老
師更高的關注。但是，像猶他大學這樣的研究性
大學裡，教授的本職工作就是進行研究，拓展學
術領域的寬度和廣度。在研究性大學就讀的學
生平時要想接觸到教授其實是挺困難的，因為
教授們都很忙，但是也不是沒有機會。留學360
在此為同學們抓住和教授交流的機會提幾條實
用的建議吧。1.抓住課上和課間的時間向教授提
問；2.在教授的“辦公時間(Office Hour)”帶著整
理好的問題找上門；3.不太緊急的問題通過郵件
禮貌地和教授聯繫；4.主動申請擔當教授的研究
助理。與教授的交流機會很寶貴，能夠自己通過
查找資料找到答案的問題就不要浪費時間，浪
費機會了。
12.瞭解911號碼

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犯罪報警、急救、
火災等事故的緊急號碼只有一個：911。美國應
急系統非常強大，並且提供全方位幫助，在美國
遇到困難時，如果有電話，在遇到緊急情況時應
迅速撥打911。所有的電話，包括未付費的公用
電話，撥打911都是免費的。一般來說警察反應
非常迅速，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可以協助處
理各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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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必須要體驗的30件事(下)
吃一次豐盛的brunch

美國人最喜歡的一頓飯通常都是早餐，有
個說法叫做”as good as breakfast”，他們對早餐的
愛之深沉，只有早午餐才能與之媲美。在一個趕
（kan）paper（meiju）通宵後的週末，你一覺睡到了
大中午，這時候吃一頓豐盛的brunch，整個人的
元氣值一下就爆表了。
做一次Intern

到臨畢業申請OPT和找工作時你會發現，
有一份與專業相關的實習經歷是多麼重要。這
代表了你有能將所學到的知識實際運用到工作
中去的能力，如果實習做得好，有老闆的推薦信
，那你馬上就能拿到好 offer，然後升職加薪，當
上總經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巔
峰。
看一次節日遊行

聖帕特裡克節、復活節、國慶日、感恩節、
聖誕節等等，有節日的時候全美各地幾乎都有
節日遊行，不僅有盛裝、煙火、表演，還有小吃與
美酒哦。節日遊行不僅人熱鬧，河也要來插一腳
，你靜靜地做一條河不好麼，為什麼在聖帕特裡
克節，所有人都裝點一些綠色，比如綠包、綠外
套、綠帽子什麼的時候，把自己也染成綠色呢。
吃一份麥當勞的巨無霸

來到麥當勞的故鄉，嘗一嘗正宗的巨無霸
，你才會知道什麼叫做巨！無！霸！相比之下國內
的漢堡最多只能叫小霸王了。“真正的巨無霸是
讓吃客想要一口咬下去卻擔心頜關節錯位的巨
無霸！”堅毅臉小編說。

選一節你覺得最奇葩的課
美國學校裡選課自由，上不是本專

業的課也絲毫沒有限制，選一節你認為最
奇葩的課，挑戰一下自己，拓寬一下人生
體驗嘛。芭蕾舞、家政、跳傘、野外生存訓
練、胸口碎大石什麼的，不都很好嗎？
吃一次真正的西餐

真正的西餐，從前菜，色拉，到正菜，
以及最後的甜品，一道一道上菜，一次一
次撤盤，一輪一輪換刀叉，每一道程序都
有服務生真誠恭敬的服務。找一個一星的
米其林餐廳，好吃，不貴！
去一次Chinatown

芝加哥、紐約和舊金山的 China-
town最大也具代表性。Chinatown並不是
真正的中國，裡面佈滿了各種看似具有中
國特色卻非常古怪，讓你有“這貨是個啥
啊”感覺的小商品，感受一下文化碰撞後
的產物，也是很有意義的。KTV、美甲、針
灸按摩也可以在這裡面找到哦。
新年去紐約時代廣場跨年

雖然聽上去有些俗，但凡去過童鞋
內心都會被深深觸動，在人浪中許下新年
願望然後親吻身邊的人，聽說願望一定會
實現噠。
求教授一件事

在美國你可不能等著老師來把機會塞給
你，什麼都需要自己爭取，實習、科研機會，小到
作業延期遞交，都需要自己跟教授溝通。中國小

朋友不習慣這種方式，嘗試跟自己的教授溝通
一次，慢慢就會習慣啦。
參與一項長期志願者服務

在美國，commu-
nity service 是很重要的
一項文化。學校和企業
更看重有做志願者習慣
的人才，長期的志願者
服務對個人的交際、溝
通和領導能力都有極大
的幫助。
自己動手做一次cookie

眾多甜點中，美國人對cookie有著強大的
熱愛，上課時教授經常會帶來自家烤的餅乾給
大家活躍課堂氣氛，各類活動上也少不了這個
小點心。學會做 cookie 可是真正融入美國社會
的門檻哦。
和外國人一起過一次春節

美國學校招收國際學生的目的就是想給
校園和學生帶來多元文化，其實美國人也非常
渴望瞭解中國文化，春節就是一個很好的窗口，
想讓老美在吃喝玩樂中瞭解真正的中國文化，
可是要動一番腦筋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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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必須要體驗的30件事(上)

吃一次美式中餐
不論是傳說中的“左宗棠雞”General Tso’Chicken，還是被

美國人認為中餐象徵的fortune cookie內涵人生格言的小餅，你
一定要嘗一嘗美式中餐這個餐飲界中的奇葩，我們吐血推薦P F
Chan’s，兵馬俑牽著唐三彩馬英姿颯爽站在你身邊，都分不清是
誰穿越了誰的朝代，包你吃了一次再也不想吃第二次。
經歷一次雪災

不在東北部過一次冬天，你永遠不知道降雪12英寸是個什
麼概念。不在五大湖區過一次冬天，你將錯失體驗三次元冰封王
座奇景的機會。大雪封山幾十天，學校根本不上課。看看圖中
MIT的童鞋們正在玩雪地裡跳樓、雪裡地道戰，雪場高爾夫，堆
雪山玩滑雪等等，玩出新意，玩出精彩，今年錯過了沒關係，明年
還有！
通宵趕一次paper

美帝上學是真的很辛苦的，通宵趕paper這種事大家心裡
都有數啊。要是你說你四個通宵都趕不出一份paper……那你幹
嘛寫3行字看一集生活大爆炸啊？怪我咯？
21歲生日之夜到所有酒吧蹭酒喝

好不容易到了合法飲酒的年齡，21歲生日的這一天，你終
於可以揚眉吐氣啦。叫上幾個同齡人，拿著你的學生ID，勇敢地
殺進殺出學校區域內的每一個酒吧。（呃，不要走太遠啊，喝多了
之後很難回宿舍。）21歲生日這天，酒都會免費送你一個shot，全
酒吧的人都會具備祝你踏入成人世界！”This one is on the house
。Happy 21st Birthday！”
參加一個club，並擔任一個職位

參加社團活動是非常必要的，既能讓你交到朋友，又為簡
歷增色。什麼？你要加入麻將俱樂部？好的，請做好輸給猶太同學
的心理準備。
在校內打工

這一代留
學生已經不需
要邊刷盤子邊
讀書，但在圖書
館、招生辦公室
、校友聯誼會等
地方工作有助
於提高責任心
和結識更多小
夥 伴。像 麻 省
Amherst（UMA）
的學生這樣到
學校甜品屋打
工的，以後找起
妹子/男朋友來
說易如反掌，簡
直就是有心機！
燃燒吧腹肌！去
健身房感受一
下

美國人熱
愛健身，幾乎所
有學校的健身
房都是設施齊
全、供學生免費
使用的，大校甚
至配備健身教

練，國內健身房那麼貴，隨便一個破爛健身房的會費就要300人
民幣一個月。這樣的機會還不抓緊享受？帶上你的IPod，甩起肉
來更有韻律了呢。
去超市買大桶哈根達斯冰淇淋

哈根達斯太濃太幹，口感其實很不好，不過你還是可以買
一桶回家，思考一下那個愛我的人去哪了，應該會有別樣的感受
哦。
參加一次體育比賽

如果加入校隊有困難，那麼可以參加
一些娛樂性質的體育比賽，比如3對3籃球
賽，羽毛球、排球賽等等，有助於增進友誼哦
。實在體育低能的話……你還是可以跟大家
比麻將，然後再次輸給猶太同學。
在宿舍吃火鍋

火鍋這種食物深受全國各地人民喜
愛，吃起火鍋來大家都呼~呼的，再也沒有人
黑東北人、上海人、河南人以及沒點名的其
他地方人了。只要不是太辣，美國人也是絕
對喜愛火鍋的。做火鍋最棒的是沒有明火，
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我因為蒙上宿舍的煙霧
報警器而被學校開除啦！
在加州的海灘漫步

要說自然風光，舊金山和聖地亞哥是
絕對的好地方。看過東部的雪，也要享受西
部的陽光，加州的陽光不僅能養育果粒橙，
更能曬出美女。加州的沙灘是火熱的，海水
卻是涼的，遙望太平洋的另一岸，你心裡想
的會是誰呢。
啃著熱狗看一場 NBA/橄欖球/棒球/曲棍

球
感受一下美國職業競賽火熱的現場氣氛，即使是對橄欖球

和棒球完全不懂，也可以純粹去湊熱鬧。這個時候熱狗是必不可
少的，三五個同學坐在一排，合買一個1米長的熱狗，咬一口只見
法式芥末醬流得滿嘴都是，連自己支持的賽隊正在home run都
顧不上了。
萬聖節雕一隻南瓜

萬聖節雕南瓜是藝術和臂力的完美結合，在雕刻之前還要
把南瓜瓤全部掏出來，那種黏糊油膩的手感非常酸爽，讓你體會
一把開膛手傑克的感受。
逛一次西雅圖派克市場

這裡不但有特色鮮魚市場、口香糖牆，更有全球第一家星
巴克。漫步於派克市場的每個角落，隨處可見整桶的鮮花、飛魚
表演、新鮮糕點和果蔬、手工乾酪、當地蜂蜜、葡萄酒、各國口味
的餐館、進口商品、古董、收藏品以及您隨時可以發現大量的令
您出乎意料的商品。
給外國友人做一次中國菜

這不僅是增進友誼的好方法，更能讓你深入瞭解關於中西
方飲食文化的差異。你的美國朋友很好對付，番茄炒蛋就能讓他
們吃得一本滿足了，下面給美國同學吃，也能讓你受益匪淺。
感恩節大採購

黑色星期五不僅便宜，還有熱鬧。即使買不起打了折的大
牌，可以去沃爾瑪target搶購一些日用品也是不錯的啦。
在芝加哥最高的希爾斯大廈觀景台拍照

去過芝加哥的小夥伴如果沒有去過希爾斯大廈的sky deck
，那你就趕緊買票再去啊！！這件事必須幹，103層全透明玻璃觀
景台，拍照超酷炫好嗎？
參加一次野營

如果你告訴美國同學，你長這麼大從來沒有 camping 過，
他/她一定會瞪大那雙小鹿般水汪汪的大眼看著你，一歪腦袋發
出一聲升調的的“Oh~~~~”美國人喜歡戶外，喜歡野營，不論是
童子軍訓練營還是家人房車旅行，他們可都是跋過山、涉過水、
看過熊，尿過褲腿的壯士。找一個秋高氣爽的秋夜，你也該去體
會體會睡帳篷的感覺，看看那片無霾的星空，Milky way近得仿
佛觸手可及。(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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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必須要體驗的30件事(上)

吃一次美式中餐
不論是傳說中的“左宗棠雞”General Tso’Chicken，還是被

美國人認為中餐象徵的fortune cookie內涵人生格言的小餅，你
一定要嘗一嘗美式中餐這個餐飲界中的奇葩，我們吐血推薦P F
Chan’s，兵馬俑牽著唐三彩馬英姿颯爽站在你身邊，都分不清是
誰穿越了誰的朝代，包你吃了一次再也不想吃第二次。
經歷一次雪災

不在東北部過一次冬天，你永遠不知道降雪12英寸是個什
麼概念。不在五大湖區過一次冬天，你將錯失體驗三次元冰封王
座奇景的機會。大雪封山幾十天，學校根本不上課。看看圖中
MIT的童鞋們正在玩雪地裡跳樓、雪裡地道戰，雪場高爾夫，堆
雪山玩滑雪等等，玩出新意，玩出精彩，今年錯過了沒關係，明年
還有！
通宵趕一次paper

美帝上學是真的很辛苦的，通宵趕paper這種事大家心裡
都有數啊。要是你說你四個通宵都趕不出一份paper……那你幹
嘛寫3行字看一集生活大爆炸啊？怪我咯？
21歲生日之夜到所有酒吧蹭酒喝

好不容易到了合法飲酒的年齡，21歲生日的這一天，你終
於可以揚眉吐氣啦。叫上幾個同齡人，拿著你的學生ID，勇敢地
殺進殺出學校區域內的每一個酒吧。（呃，不要走太遠啊，喝多了
之後很難回宿舍。）21歲生日這天，酒都會免費送你一個shot，全
酒吧的人都會具備祝你踏入成人世界！”This one is on the house
。Happy 21st Birthday！”
參加一個club，並擔任一個職位

參加社團活動是非常必要的，既能讓你交到朋友，又為簡
歷增色。什麼？你要加入麻將俱樂部？好的，請做好輸給猶太同學
的心理準備。
在校內打工

這一代留
學生已經不需
要邊刷盤子邊
讀書，但在圖書
館、招生辦公室
、校友聯誼會等
地方工作有助
於提高責任心
和結識更多小
夥 伴。像 麻 省
Amherst（UMA）
的學生這樣到
學校甜品屋打
工的，以後找起
妹子/男朋友來
說易如反掌，簡
直就是有心機！
燃燒吧腹肌！去
健身房感受一
下

美國人熱
愛健身，幾乎所
有學校的健身
房都是設施齊
全、供學生免費
使用的，大校甚
至配備健身教

練，國內健身房那麼貴，隨便一個破爛健身房的會費就要300人
民幣一個月。這樣的機會還不抓緊享受？帶上你的IPod，甩起肉
來更有韻律了呢。
去超市買大桶哈根達斯冰淇淋

哈根達斯太濃太幹，口感其實很不好，不過你還是可以買
一桶回家，思考一下那個愛我的人去哪了，應該會有別樣的感受
哦。
參加一次體育比賽

如果加入校隊有困難，那麼可以參加
一些娛樂性質的體育比賽，比如3對3籃球
賽，羽毛球、排球賽等等，有助於增進友誼哦
。實在體育低能的話……你還是可以跟大家
比麻將，然後再次輸給猶太同學。
在宿舍吃火鍋

火鍋這種食物深受全國各地人民喜
愛，吃起火鍋來大家都呼~呼的，再也沒有人
黑東北人、上海人、河南人以及沒點名的其
他地方人了。只要不是太辣，美國人也是絕
對喜愛火鍋的。做火鍋最棒的是沒有明火，
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我因為蒙上宿舍的煙霧
報警器而被學校開除啦！
在加州的海灘漫步

要說自然風光，舊金山和聖地亞哥是
絕對的好地方。看過東部的雪，也要享受西
部的陽光，加州的陽光不僅能養育果粒橙，
更能曬出美女。加州的沙灘是火熱的，海水
卻是涼的，遙望太平洋的另一岸，你心裡想
的會是誰呢。
啃著熱狗看一場 NBA/橄欖球/棒球/曲棍

球
感受一下美國職業競賽火熱的現場氣氛，即使是對橄欖球

和棒球完全不懂，也可以純粹去湊熱鬧。這個時候熱狗是必不可
少的，三五個同學坐在一排，合買一個1米長的熱狗，咬一口只見
法式芥末醬流得滿嘴都是，連自己支持的賽隊正在home run都
顧不上了。
萬聖節雕一隻南瓜

萬聖節雕南瓜是藝術和臂力的完美結合，在雕刻之前還要
把南瓜瓤全部掏出來，那種黏糊油膩的手感非常酸爽，讓你體會
一把開膛手傑克的感受。
逛一次西雅圖派克市場

這裡不但有特色鮮魚市場、口香糖牆，更有全球第一家星
巴克。漫步於派克市場的每個角落，隨處可見整桶的鮮花、飛魚
表演、新鮮糕點和果蔬、手工乾酪、當地蜂蜜、葡萄酒、各國口味
的餐館、進口商品、古董、收藏品以及您隨時可以發現大量的令
您出乎意料的商品。
給外國友人做一次中國菜

這不僅是增進友誼的好方法，更能讓你深入瞭解關於中西
方飲食文化的差異。你的美國朋友很好對付，番茄炒蛋就能讓他
們吃得一本滿足了，下面給美國同學吃，也能讓你受益匪淺。
感恩節大採購

黑色星期五不僅便宜，還有熱鬧。即使買不起打了折的大
牌，可以去沃爾瑪target搶購一些日用品也是不錯的啦。
在芝加哥最高的希爾斯大廈觀景台拍照

去過芝加哥的小夥伴如果沒有去過希爾斯大廈的sky deck
，那你就趕緊買票再去啊！！這件事必須幹，103層全透明玻璃觀
景台，拍照超酷炫好嗎？
參加一次野營

如果你告訴美國同學，你長這麼大從來沒有 camping 過，
他/她一定會瞪大那雙小鹿般水汪汪的大眼看著你，一歪腦袋發
出一聲升調的的“Oh~~~~”美國人喜歡戶外，喜歡野營，不論是
童子軍訓練營還是家人房車旅行，他們可都是跋過山、涉過水、
看過熊，尿過褲腿的壯士。找一個秋高氣爽的秋夜，你也該去體
會體會睡帳篷的感覺，看看那片無霾的星空，Milky way近得仿
佛觸手可及。(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1029D 簡上



AA1010休城廣告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星期一 2018年11月05日 Monday, November 05, 2018



AA1111人民日報版
星期一 2018年11月05日 Monday, November 05, 2018

中国品牌

“七个葫芦娃”与2800家境外展商

展品全部抵达上海

如何更好地为进博会展商做好物流服务？自接
到运输服务任务以来，中远海运就开始了全方位的
筹备。

今年5月，中远海运集团组建了博览会专项
工作组，负责统筹协调各项工作。7月30日，共
收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馆、来自84个国
家及地区的国家馆共计 2800 多家境外参展机构
的联络资料。

各地展品运到中国需要漂洋过海，中远海运
在总部成立了专项的运输组，统筹集团旗下海运
与空运单元，开展展品运输保障工作。集团下属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了物流服务
组，由 7 名员工组成，5 个多月来，每一名组员
分别按照展品来源地被分派亚太、欧洲、拉非等
不同的客户对接条块，与 2800 余家参展机构一
一沟通，确认运输需求。最终，中远海运共承运
了近 100家展商、10个国家馆和 1个国际组织的
展品。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头绪多，他们戏称
自己为“七个葫芦娃”。

参展商的地区不同，展品不同，运输航线和运
输方式都要综合考虑。面对来自全球的参展品，服
务组将来自各大洲的参展商划分为 60 天、45 天、
30天、20天、10天等不同的时间圈，为参展商提供
24小时的物流服务。

“我们承运的展品种类多元，既有高端装
备，也有食品及农产品。这与我们国家工业产业
升级、消费升级的趋势一致。”据中远海运集装
箱运输有限公司全球销售部副总经理胡媛媛介
绍，中远海运为不同的展品提供了多样的运输解
决方案。

比如来自大洋洲的巧克力、椰油，用冷藏集装
箱全程制冷运输；来自日本丰田的概念车，采用框
架箱运输；此外，中远海运下属空运有限公司还为
加拿大、泰国、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瑞士等国
家参展商提供空运服务，展品种类包括清洁用具、
食品、酒类、化妆品、纺织品、保健品等各类货品。

依托遍布全球的集装箱班轮航线网络和强大
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中远海运为全球参展商提供
了无缝衔接的运输服务。作为首届进博会官方唯
一推荐的国际段运输服务商和中央企业交易团成
员，中远海运还开发了专属的线上订舱平台，更
好地为博览会参展商提供境外运输服务。

据中远海运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中
远海运承运的境外展品已经全部抵达上海。

与时间赛跑按小时计算方案

高效服务全球展商

10月23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参加进
口博览会的展会物资抵达上海港，仅比进博会能
接受的最晚抵达时间提前2天。

据中远海运相关负责人回忆，这批展品的

运输方案可以说是“按小时计算”。WTO 的参

展物资完货时间晚，在接到 WTO 的海运运输

请求后，中远海运紧急制定运输方案，决定将

参展物资从瑞士日内瓦直接拖运到比利时安特

卫普港装船，以确保及时抵达上海港。

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上午，展品在 WTO 日内
瓦总部装箱，中午拖车送抵巴塞尔并完成运输手
续，后又历经 1300 多公里，于 9 月 24 日早上 8∶30
送抵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装上即将离泊的“中远海

运室女座”轮起航前往上海。此时，据截港时间仅
剩3个多小时。

快速高效，这是中远海运服务境外展品运输
的基本要求。此次展会展品运输来自全世界，其中
最远的展品来自北美洲的巴巴多斯。

巴巴多斯为加勒比海岛国之一，到中国路途
远、航程长，且中远海运无直达海船。这意味着
留给物流的时间非常紧张——按照进口博览会要

求的到港时间计算，货品8月底就必须起运。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巴巴多斯国家馆的展

品直到 9月 7日才备妥，此时海运已经难以满足
需求。怎么办？经反复研究，中远海运与客户确
定最终运输方案——由巴巴多斯空运至巴拿马机
场，再装上至上海航程最快的美东一线运至国
内。

当地时间 9 月 12 日凌晨 5 时，展品到达巴拿

马机场，这时候离开船只有不到 48 小时了。接下
来要做的，只能是“与时间赛跑”了。

“空运转海运，涉及到空运清关、提货、海
运出口报关、装箱、绑扎、展品进港、装船，任
何一环掉链子，货品都可能上不了船。”物流服
务组成员谢国松回忆说，由于展品中有食品和
酒，体积小易晃动，中远海运与物流供应商临时
找了更加专业的仓库，对展品进行绑扎，确保货
物稳固。最终，这批货品在 13 日下午赶送到巴
拿马码头装船，这时候离开船只有几个小时了。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南非的特色展品，中
远海运在码头截关前 5 小时完成了海关放行单
和所有出口单证的制作，最终从本地提货到码头
装柜只用了 36 小时；大洋洲展品到达上海后，通
过进博会展品绿色通道，从船舶到港卸箱到分拆
结束仅耗时1天。

“我们务求准时、快捷、安全、经济地帮助参展
商将展品从全球各地运输到博览会现场。”胡媛媛
说。

5000余件展品首次亮相中国

获得海外客户好评

在此次进口博览会的参展商名单中，有许多
都将初次亮相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这一盛会充满期待，参与热情高涨，期盼进口
博览会成为连接他们与中国贸易的纽带。

9月18日，由中远海运集运北欧公司承运的
首批丹麦展品在丹麦海滨城市洪讷斯泰兹正式启
运。这批展品是来自丹麦Mille Food乳品公司的
4个40英尺超高集装箱，展品将首先运抵该公司
的上海仓库，经过甄选，再将部分运抵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丹麦国家展馆参加展出。

丹麦 Mille Food 公司执行副总裁托马森表
示，中国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市场，这次是公司旗下
产品首次参加国际大型博览会。“我们不仅要向中
国和世界介绍来自丹麦的安全食品，也将获得与
世界各国同行交流和互相学习的机会，对促进日
后继续提升研发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都具有重要
意义。”托马森说。

马来西亚展品来自于9家客户，都是马来西
亚本地食品、药品、饮料等行业的知名厂商，展
品包括白咖啡、榴莲干、糖果、饼干以及各类特
色食品。其中，6 家客户此前并未进驻中国市
场，他们非常期待中国市场的机遇，希望通过进
博会平台，展现自己的品牌，将更多马来西亚本
土产品带到中国，与中国消费者共享。

在承接和承运首届进博会展品的过程中，中
远海运凭实力为热情满满的来华参展商，特别是
首次来华参展企业客户解决了难题，化解了后顾
之忧，收获海外客户的好评。

一向内敛、谨慎的日本企业在看到中远
海运给出的海运服务方案后，不禁在微信平
台上直言道：“你们太给力了！”日本 Nice 公
司物流负责人还表示考虑由中远海运团队为
展品提供回程运输服务，并期待长期合作。
WTO 展品运输紧张有序，WTO 负责此批展
品运输的官员专门发邮件对中远海运提供的
帮助表示了感谢。

据介绍，本次展会的展品既有优质农产品和
食品，也有先进医疗器械、抗癌新药等高端医药
健康产品。根据展商登记情况，首次进入中国的
展品多达 5000 余件。消费者和企业不出国门就
能体验全球质优价廉的产品，充分享受全球化带
来的福利。

我 为 进 博 会 运 展 品
——首届进口博览会境外展品运输侧记

本报记者 王 萌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
会”） 将在上海开幕，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
的大型国家级展会。

世界各地商业巨擘、新兴品牌摩拳擦掌，期待在进
博会上一展风采。来自全球的新产品、新科技、优质产
品将云集中国，全球贸易新活力将再次激发。数据显

示，共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签约
参加企业商业展。

全球各地展商如何将展品安全快捷地送到上海？这
离不开物流运输服务。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下
称“中远海运”） 作为官方推荐的国际段运输服务商，
承担起本次展品境外运输重任。

10月29日，一组进博会吉祥物“进宝”雕塑亮相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换乘大厅。王 冈摄（人民视觉）

9 月 22 日，来
自新西兰与南太平洋
岛国参展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的货品，在
新西兰奥克兰港口码
头装船出运。
（中远海运集团供图）

菲律宾首批参展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展品，于 10 月 3 日率
先抵达上海，并于4日
顺利实施分拆。
（中远海运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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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湖南第四屆湖南••安化黑茶文化節開幕安化黑茶文化節開幕

1111//66正式投票日正式投票日 選民別忘了投下寶貴一票選民別忘了投下寶貴一票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正逢2018美國中期選舉期間，德州為期12天的提早投票
(Early voting)上周五已結束，11月6日(周二)將迎來正式投票日，哈瑞斯縣書記官辦公室提醒選民
踴躍前往投票，維護自身權益，讓更多亞裔在政壇發聲。

今年德州地方選舉有多位候選人值得關注，包括尋求連任的州眾議員第137選區的吳元之
(Gene Wu)與第149選區的武修伯(Hubert Vo)，首位華裔女性參選德州最高法院法官民主黨候選
人鄭佩玲(Kathy Cheng)以及第22 選區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候選人Sri Preston Kulkarni和爭取連任的
第9選區聯邦眾議員Al Green。

哈瑞斯縣書記官Chris Daniel正在尋求連任，他日前於美南 「文華時間」 作客時，也呼籲選民

不要浪費手中寶貴的一票，除了兩黨多位選舉人值得關注，也有很多公投議題需要選民支持。
另外，選民於投票時都必須出示附有照片的個人識別證明，包括個人識別證、駕照、美國軍

人識別證、攜槍執照、美國護照和美國公民證都可。除了須確認識別證仍否在有效期外，民眾於
選民登記及照片識別證上所列的姓名與住址務必相同。選民登記時間雖已過，但還是可以更新地
址和選區，每一個投票所都設有華語專員，選票上也有除英文外，西語、越南語和中文等其他語
言，選民不會有語言上的問題。

而此次美國中期選舉該縣將採用最新的ePollBook服務選民，正式投票日當天選民前往戶籍所
在地的投開票所可看到該便民措施，可加速投票效率。

(本報訊) 10月28日上午，第四屆湖南•安
化黑茶文化節在益陽安化縣城舉行。吸引中國
、俄羅斯、蒙古、白俄羅斯等國家100余個城
市政府、學術、企業界嘉賓以及300多家國內
外茶企參加了些次盛會,共品安化香茗。

省農業農村廳副廳長鄒永霞，中國茶葉流
通協會會長王慶，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宗懋，中
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會長周國富，益陽市委副
書記黎石秋為開幕式致辭，省政協副主席胡旭

晟宣布開幕。
在大會開幕式上，長達6米，圓周2米4，

重達1559公斤的“世界茶王”安化四萬兩花卷
茶獲頒“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證書。開幕
式現場還舉行了“安化黑茶贈兵團”捐贈儀式
，安化縣向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慈善總會贈送了1
萬片安化黑茶。

本屆安化黑茶文化節以“安化黑茶 世界共
享”為主題，以“品牌展示、文化活動、經貿

合作和茶旅休閑”為主要內容，為期4天，由
開幕式、中蒙俄萬裏茶道市長論壇、鬥茶大會
、“世界茶王”基尼斯認證、安化黑茶日、茶
商大會、金秋茶鄉行、中華茶人（安化）頒獎
典禮暨論壇、“慶豐收 興鄉村”茶旅文藝演出
等活動構成,充分展示茶鄉風貌,搭建茶產業交流
平台,推動安化黑茶產業發展。

安化因茶立縣，安化黑茶曾是古絲綢之路
上的神秘之茶。目前，安化茶園面積達到33萬

畝，有茶葉加工企業150家，從事黑茶及關聯
產業人員達34萬人，茶產業年綜合產值達152
億元、稅收2.8億元，連續7年位列全國重點產
茶縣四強，成為全國黑茶產量第一縣、茶葉稅
收第一縣。(劉暢)

選舉旗幟炒熱氣氛選舉旗幟炒熱氣氛，，選民別忘了在正式投票日前往投票選民別忘了在正式投票日前往投票。。((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1111月月66日為正式投票日日為正式投票日。。((網路照片網路照片))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樊豫珍音樂教室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樊豫珍音樂教室 第十屆學生演唱會圓滿成功第十屆學生演唱會圓滿成功
（本報記者黃麗珊）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樊豫

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於2018年10月27日
下午 7 時至下午 10 時，在 7502 Fondren Road,
Houston,TX.77074的休斯頓浸信會大學（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柏林音樂廳（Belin Chapel &
Concert Hall)圓滿成功舉行。樊豫珍音樂教室於
2006年成立。樊豫珍音樂教室十多年來已為休斯頓
華人社區培養很多優秀的聲樂愛好者和歌手。自
2009年舉行第一屆學生年度演唱會以來，休斯頓華
夏中文學校與樊豫珍音樂教室曾經連續成功地聯合
舉行了九屆高水平的學生演唱會。2018年的第十屆
演唱會薈萃往屆的精華節目。節目形式豐富多樣化
，包括獨唱、合唱、吉他彈唱、歌舞等；演唱方式
有美聲、民族、通俗，還有京劇。樊豫珍音樂教室
全體師生盛裝齊聚一堂，為休斯頓的音樂愛好人士
帶來一一場高水平的音樂饗宴，使與會人士大飽耳
福及眼福。

樊豫珍老師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著名女高
音歌唱家。長期從事專業演出與聲樂教學工作的樊
豫珍老師有豐富的舞台演出與教學經驗。樊豫珍老
師的教學成果業已在大休斯頓乃至美南地區家喻戶
曉。樊豫珍的學生這兩年來在休斯頓賽區的水立方
杯國際歌唱大賽中榮獲青年組第一名、兒童組第一
、二名，美中國際歌唱大賽第二名，中國新歌聲第
一名的優異成績。還有一位榮獲CCTV超級寶貝全
球500強爭霸賽總冠軍的兒童學員。樊豫珍老師和
學生們近年來每年都在休斯頓著名的 「擁抱春天」
春節晚會上獻上精彩的節目；樊豫珍老師的不少學
生已成為休斯頓社區文藝活動的力量。

樊豫珍老師在演出前致謝詞，10月27日演唱
會得到休斯頓各界朋友、聲樂班本屆及歷屆的學員
、工作人員、家人及各位來賓，以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大力支持。演唱會主辦單位
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自2009年舉行第一屆學生
演唱會以來，至今年（2018年）的第十屆學生演唱
會都獲得休斯頓各界朋友廣泛支持與關注，非常感
謝。 今晚參加演出的學生，最小4歲，最大80多
歲。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唐藝杰總校長致詞，
樊豫珍老師在華夏中文學校已經執教十二年，是最
好的老師之一，她盛讚樊豫珍老師的才藝及對華夏
中文學校的貢獻。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葛明東僑
務組長致詞，今晚的演唱會有49個節目，非常豐富
，精彩的藝術饗宴，祝演出圓滿成功。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暨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
學生演唱會49個精彩的節目，1. 春天的芭蕾開場
歌舞，由樊豫珍老師，學生陳敬，樊帆，傅君，龔
雁婕，郭彥，黃衛紅，裘惠黎，姚奇志，車廬，陳
昌義，陳力謙，陳新華，石祥密，張毅演出。 2.
龍的傳人童聲合唱，由仝威廉，梅陳莞兒，單妞妞
，羅菡菡，徐旻悅，董璐娜，董安娜，王成誠，黃
梓凌，刁宇桐，陳柔冰，王嘉誠演唱，在節目中還
有王成誠及仝威廉的功夫表演。 3. 春天在哪里，
由劉琬童聲獨唱。 4. 種太陽，由梅陳莞兒童聲獨
唱。 5.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由單妞妞，羅菡菡
，黃梓凌童聲演唱。 6. 摘星星，由董安娜童聲獨
唱。 7. 祖國祖國我們愛你，由王成誠，董璐娜童
聲演唱。 8. 歌聲與微笑，由張伊諾，刁宇桐童聲
演唱。 9. 精忠報國，由仝威廉童聲獨唱。 10. 讓

我們蕩起雙槳，由
陳柔冰（演唱與小
提琴），壬嘉彤
（演唱與舞蹈）童
聲 表 演 唱 。 11.
Believer,由于夢洋
童聲獨唱。 12. 那
些你很冒險的夢，
由2017年中國國務
院僑辦水立方歌唱
大獎賽休斯頓賽區
少年組第一名，
2018年中國新歌聲
休斯頓賽區第一名
陳涵林女聲獨唱，
李洪林伴奏。13.
慢慢，由陳涵林，
陶翔小合唱，李洪
林伴奏。 14. 托塞
里小夜曲，由徐舟
影女聲獨唱。 15.
西部是故鄉，由陳
新華男聲獨唱。 16. 枉凝眉，由郭彥女聲獨唱。
17. 在此刻，由伍乃星男聲獨唱。 18. 涼涼，由李
異寧，陶翔醫師男女聲二重唱。 19. 烏蘭巴托的夜
，由顧婧女聲獨唱，伴舞朴英超，樊帆，龔雁婕。
20. 我們這一輩，由馬獻留男聲獨唱。 21. 當你老
了+Wonderful World,由陳力謙，黃衛紅男女聲二
重唱。 22. 女人花，由傅君女聲獨唱。 23. All of
me,由姚奇志女聲獨唱。24. 'O sole mio,由陳昌義
男聲獨唱。 25. 風含情水含笑，由王淑芳，龔雁婕
女聲對唱。 26. Besame mucho,由車廬男聲獨唱
。 27. 忘不了，由黃衛紅女聲獨唱。 28. 在那銀
色的月光下，由朱軍西男聲獨唱。 29. 傳奇，由郭
蘭芳女聲獨唱。 30. 前門情思大碗茶，由陳敬女聲
獨唱。 31. 霸王別姬，由薛麗萍女聲獨唱。 32. 芳
華，由石祥密男聲獨唱，伴舞裘惠黎，毛謙，羅波
，樊帆，朴英超，龔雁婕。 33. 天亮了，由陶翔醫
師男聲獨唱。 34. 情怨，由李泉男聲獨唱。 35. 說
散就散，由張佩儀女聲獨唱。36. 陪你一起看草原
，由張毅男聲獨唱。 37. 明年今日，由劉維雄男聲
獨唱。 38. 因為愛情，由李躍兵，李泉男女聲二重
唱。 39. 無法逃脫，由宋燕女聲獨唱，樂隊陳昌義
，管朝霞，黃衛紅，馬濤，蕭雲祥，姚奇志。 40.
那些花兒，由蕭雲祥吉他彈唱，樂隊陳昌義，管朝
霞，黃衛紅，馬濤，宋燕，姚奇志。 41. 夢里水鄉
，由宮雪梅，張渝莉，陳敬女聲小合唱。 42. 兵哥
哥，由林思晨女聲獨唱。 43. 燕子，由孫虹緯女聲
獨唱。 44. 花心，由Emily Chiu女聲獨唱。 45. 鄉
音鄉情，由車申，孫虹緯男女聲二重唱。 46. 同一
首歌，由柯娣，蔣江虹，劉軍，王皖琳，李躍兵，
聶小霞，張毅，劉維雄，李泉，陳新華合唱。 47.
望月，由周晏女聲獨唱，伴舞朴英超。 48. 煙花三
月-茉莉花，由樊豫珍老師，學生陳敬，傅君，龔
雁婕，郭彥，黃衛紅，況少青，李佳霖，Lisa，林
思晨，姚奇志，車廬，陳昌義，陳力謙，陳新華，
陳一鳴，馬獻留，石祥密，陶翔，張毅，張翔演出
歌舞。 49. 樊豫珍老師在最後壓軸節目女聲獨唱

「親吻祖國」 及 「京歌聯唱」 ，獲得與會人士熱烈
掌聲。樊豫珍老師接受觀眾及學生們的獻花後，與
所有演出的學生合影，大家度過美好愉快的時光。

樊豫珍為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戲曲家協
會會員。來美前為中國蘇州市中山進修學院聲樂教
師，指導專業歌唱演員。曾在江蘇人民廣播電台、
浙江人民廣播電台主持聲樂教學節目。在中國和美
國曾多次擔任歌曲大賽和戲曲比賽評委。

樊豫珍十二歲考入江蘇省戲劇學校京劇專業，
畢業後在江蘇省京劇院任主要演員十二年。除在國
內許多大型演出中擔任領銜主演以外，還出訪過德
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澳大利亞、威尼斯、
香港、澳門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擔任演出團領銜
主演。獲江蘇省戲曲大賽一等獎、全國京劇匯演青
年演員一等獎。爾後，進入江蘇省南京市藝術學院
深造，專攻聲樂。其間拜著名歌唱家王昆為師，受
到著名聲樂教育家周小燕教授、金鐵林教授親自指
導。在任聲樂教師期間，曾五次獲得蘇州市歌曲大
賽一等獎、江蘇省歌曲大賽一等獎以及滬、寧、蘇
、浙三省一市專業民歌大賽一等獎。

樊豫珍2003年來到休斯頓後，在休斯頓、孟
菲斯、聖地亞哥、路易斯安那巴吞魯日等地參加多
次大型演出。過去十多年里，她參加了在休斯頓舉
行的為四川地震災區賑災的義演、在中國贈送休斯
頓市孔子雕像及慶祝國慶60周年璀璨中華大型演出
，在休斯頓瓊斯音樂廳由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和休
斯頓市聯合主辦的迎接上海世博會的大型演出，
2013-2018年休斯頓 「春晚」 以及在社區的多種活
動中擔任民歌獨唱和京劇演唱。樊豫珍以韻味十足
的京劇唱腔、清澈明亮而又充滿激情的極具穿透力
的女高音給觀眾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藝術享受。

除活躍在舞台上之外，樊豫珍老師還把自己多
年來練就的藝術才能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他人。她教
授京劇唱腔和身段，兒童歌曲表演，以及成人通俗
、民歌演唱技巧。她在華夏中文學校教授的大課與
她在樊豫珍音樂教室教授的小課相輔相成、相得益
彰。她在給歌唱愛好者、京劇愛好者授課的多年中

，教授科學發聲法；訓練呼吸、吐字、喉頭穩定、
共鳴腔運用；確定聲部、訓練高音區、換聲區的發
聲；訓練歌唱的語言及具有穿透力與表現力的聲音
；訓練歌曲處理、感情表達、話筒使用、表演與台
風。通過學習，學生們取得了可喜的進步，提高了
利用自己的聲音特點演繹各類曲目的能力。

近十年來，樊豫珍老師好幾位學生在你斯頓本
地的各種歌唱大賽中獲得優異成績。2017年，在休
斯頓的 「美中國際歌唱大賽」 中，三位學生獲得第
二至第四的優異成績；在國務院僑辦主辦的 「水立
方歌唱大獎賽」 休斯頓賽區中，一位學生獲得成人
組冠軍，兩位學生分別獲得少年組冠亞軍。2018年
，一位學生獲得 「中國新歌聲」 休斯頓賽區冠軍。
近年來，樊豫珍老師的學生在休斯頓 「擁抱春天」
春節晚會、休斯頓中秋晚會、哈維颶風賑災義演等
大型演出的舞台上以及休斯頓國慶晚宴的舞台上，
以多種風格的表演，博得觀眾的廣泛好評。

2017年，樊豫珍老師在 「美中之星國際歌唱大
賽」 中任藝術顧問，在 「中國新歌聲」 、國僑辦主
辦的 「水立方杯國際歌唱大賽」 中任專業評委；
2018年，在 「中國新歌聲」 中任專業評委。

歌唱是人們抒發感情的窗口；歌唱有助于健康
；歌唱使人保持青春的活力。樊豫珍音樂教室致力
于普及聲樂知識，願你的歌聲給自己、家人與朋友
帶來更多的歡樂。樊豫珍音樂教室教授中國民族唱
法演唱技巧、通俗歌曲演唱技巧，京劇唱腔及身段
，兒歌表演唱。樊豫珍音樂教室地址：5925 Sov-
ereign Dr., #213,Houston,TX.77036.欲知進一步詳
情，請電：832-858-8212 洽，電郵：yuzhen-
fan@yahoo.com.

為了給學生積累更多的舞台經驗，每年至少組
織四次學生演出活動。而且，每次的活動都有所創
新，給觀眾帶來不同的藝術享受。樊豫珍老師的敬
業精神和藝術造詣，吸引了三至八十多歲的眾多聲
樂、京劇愛好者成為她的學生。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於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於1010月月2727日晚日晚77時至時至1010
時時，，在休斯頓浸信會大學柏林音樂廳圓滿成功舉行在休斯頓浸信會大學柏林音樂廳圓滿成功舉行。。樊豫珍老師接受觀眾及學生樊豫珍老師接受觀眾及學生
們獻花後們獻花後，，與全體演出學生們歡聚一堂與全體演出學生們歡聚一堂。（。（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樊豫珍老師致謝詞樊豫珍老師致謝詞，，1010月月2727日演唱會得到休斯頓各日演唱會得到休斯頓各
界朋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大力界朋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的大力
支持支持。。演唱會主辦單位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演唱會主辦單位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樊豫樊豫
珍老師在壓軸節目女聲獨唱珍老師在壓軸節目女聲獨唱 「「親吻祖國親吻祖國」」 及京歌聯及京歌聯
唱唱，，獲得大家熱烈的掌聲獲得大家熱烈的掌聲。（。（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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