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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產最佳選擇!

子女上學，自己打拼，這 5 個州最適合居住
個州最適合居住!!
為 249,900 美元。
一項調查統計顯示，美國最適合中產階級 入平均減少 3.8%。
州內公立大學學雜費平均每年為 8,760 美
密西西比州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收入中位
家庭居住的 5 個州，為：南達科他，愛阿華，佛羅
數為 71,391 美元。
元，州內房價中位數為 181,900 美元。
里達，懷俄明，密西西比州。
從 1999 至 2014 年間，家庭年收入平均減少
佛羅里達州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收入中位
這 項 調 查 對 全 美 各 州 的 評 鑒 指 標，包 括
6.5%。
1999 至 2014 年之間的州內中產階級家庭收入變 數為 70,124 美元。
州內公立大學學雜費平均每年為 7,990 美
從 1999 至 2014 年間，家庭年收入平均減少
化、州內高等教育學費改變趨勢、州內房價中位
元，州內房價中位數為 180,000 美元。
數的改變趨勢、每個月房貸金額、以及州內擁有 6.7%。
州內公立大學學雜費平均每年為 6,360 美 文章來源：掌中看米國
自有住宅的民眾比例。
綜合評比結果表示，南達科他、愛阿華、佛 元，州內房價中位數為 290,000 美
羅里達、懷俄明與密西西比州為最適合中產階 元。
懷俄明州的中產階級家庭年
級家庭居住的 5 個州。
供子女上大學是中產階級家庭的目標。養 收入中位數為 75,811 美元。
從 1999 至 2014 年間，家庭年
兒育女費用，各州高低有別。
以南達科他州為例，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收 收入平均微幅減少 0.6%。
州內公立大學學雜費平均每
入中位數為 77,156 美元。
從 1999 至 2014 年間，該州中產階級家庭收 年為 5,220 美元，州內房價中位數
南達科他州
愛阿華州
入平均增加 1.7%。
州內公立大學學雜費平均每
年為 8,450 美元，州內房價中位數
為 229,500 美元。
在愛阿華州，中產階級家庭的
年收入中位數為 75,953 美元。
從 1999 至 2014 年間，家庭年收
密西西比州
佛羅里達州
懷俄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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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 Closing Cost 到底包括了哪些
數，即這一類費用為零。

從產權保險公司（Title Insurance Company）來購得。

二、貸款銀行手續費
（Lender Charges）
：
這一類收費因貸款銀行（lender）而異，包括估價房屋費
（Appraisal fee）和銀行的貸款審核費用（Lender Underwriting Fee 或 Administrative Fee）。有的貸款銀行（Lender）還
會收諸如 Tax Service Fee（確定房產地稅沒有被拖欠），
Flood Certification Fee（查詢房產是否在美聯邦政府劃定的洪
泛區內）, Wiring Fee（貸款電匯費）等等，有的貸款銀行則
是將這些費用一股腦包括在貸款審核費用（Underwriting Fee
）中。

三、產權交割代管及產權保險的相關費用
（Escrow & Title Charges）
：

Closing Costs 中文翻譯為過戶結算費，是指在房產交易結
算時支付給貸款機構和第三方費用。這筆費用既可作為費用納
入貸款，也可提前預付，費用大概是房子成交價格的 2%至 5%
。（比如，比如您花了 50 萬美元購置一套房產，過戶結算費
大概在 10,000 到 25,000 美元。）為了便于大家在結算時來臨之
前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今天小編整理了一下到底什麼費用
包括在 Closing Costs 中。
過戶結算費（Closing Costs）大體上分為 4 部分：

一、Origination Fee
（即常說的中介費）
：
這是貸款經紀人所額外收的手續費（稱作利率點數）。這
一類費用是因所選的利率和貸款經紀人（mortgage broker）
而異。通常所說的 0 point loan，就是指沒有收額外的利率點

在美國，產權交割是由中立的第三方來完成的。這中立的
第三方被稱為產權交割托管公司（Escrow Company）。Escrow Company 受所在州的政府的嚴格監管，需要持有經嚴格
審批後才頒發的專業執照才能開業。
房地產交易時，買賣雙方會將合同及定金交給產權交割托
管公司保管，由其嚴格按照買賣雙方的合同來執行產權及付款
交割。另外，由于房屋產權（Title）易手頻繁，為了確保要抵
押貸款的房產沒有產權糾紛，買方及貸款銀行通常會要求購買
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而產權保險又分為為新房主擔
保的保單（Owner's Title Policy）及為貸款銀行擔保的保單
（Lender's Title Policy）。產權保險由產權保險公司（Title Insurance Company）開具，並收取相應的費用。各州政府對產
權保險公司的監管比對產權交割托管公司的監管來得更為嚴格
。通常產權保險公司都有相應的產權交割托管部門，但產權交
割托管公司（Escrow Company）並不能直接提供產權保險的
保單(Title Insurance Policy)，而是要以產權保險經紀人的身份

四、政府稅收及登記費用 Government
Charges（Record fees 以及 Transfer Tax）
：
這一類的收費因為是政府的收費，不管哪家貸款經紀
（mortgage broker）來做貸款都是一樣的。抵押貸款文件，
在公證簽字後 ，需要到房屋所在的縣政府 （county）登記
（record）才有保障。為此，當地的需要到房屋所在的縣政府
（county）會收取相應的登記費用（Recording Fee），金額
一 般 是 按 要 登 記 （record） 的 文 件 的 總 頁 數 來 收 ， 通 常 在
$100～$150 左右。在加州，重新貸款的話只有文件登記費用
（Recording Fee）而沒有所謂的登記稅（Recordation Tax）
。而在有些州如維吉尼亞州（Virginia）做重新貸款，還要交
所謂的 Grantee Tax（也稱為印花稅 Stamp Tax），總數為貸
款額（loan amount）的 0.333%，這樣一個 30 萬的貸款，光印
花稅（Stamp Tax）也要近 1 千塊。（文章來源：美房吧）

移民美國買房不可不知的五點
1、市場環境

3、社區環境

新移民往往對于當地的房地產市場不夠
瞭解，最好自己收集一些市場信息來作為參
考，最簡單的比較方式就是對比周圍幾個城
市的房價信息，看所在城市價格偏高還是偏
低，還有就是結合美國經濟形勢，看當地房
價的歷史波動。

對于美國大部分社區，是不用擔心安全
問題的，不過，生活環境問題也不應該掉以
輕心，要去周邊看看有沒有大型超市，另外
，物業、保險等費用也是需要關注的問題。
此外，在美國，不同人種、階級的聚集區也
略有差別。

2、教育資源

4、房產稅

想要移民的人很多都是為了解決子女的
教育問題才選擇移民美國，在美國，學區房
現象依然存在，對于很多公立學習，會按學
區招生，在美國公立學習學費幾乎全免，所
以在移民前，應該對當地的教育有一個清晰
的瞭解。而教育資源很大程度上是由房產的
區位所決定的，此外，如果選擇私立學校，
則不會有學區房的困擾，而代價是較高的學
費。

作為房產的主要支出部分，美國房產稅
的稅基是由房屋的評估值決定的，政府會定
期估計房屋的市場公平價格。在稅率不變的
情況下，房屋的估值越高，則需要繳納的稅
收就越多。房屋估值的結果主要是取決于周
邊房屋價格、地塊大小、房屋大小、房型、
房齡及房屋設施等因素。房產稅的總稅率為
州及以下各級地方稅率之和，一般由州稅率
，市、縣稅率，學區稅率三部分組成。

每個州以及州內各縣市徵收房產稅的標
準都不同，稅率分布在 1%-3%不等，並且每
年都會根據地方政府的預算需求而改變。同
時，不同地區每年徵收房產稅的頻率也不一
樣，例如費城每年只收一次，而新
澤西州每年則會徵收四次。如果停
止繳稅了，房子所有權就屬於美國
政府，政有權對長期遲繳、不繳納
房產稅的物業進行相應的處置。

5、房屋貸款
在美國，只要能夠證明你穩定
的收入和良好的信用，無論你是否
是美國公民，都可以申請美國房屋
貸款，一般來說，美國房屋首付比
例在 40%左右，貸款利率在 5%左
右，較低的貸款利率近年來吸引了
不少外國投資者。不過，美國貸款
的條款與中國有一定區別，各銀行

的貸款條件也有異同，不論如何，在房地產
市場平穩的前提下，貸款買房還是比較穩妥
的選擇，在美國，選擇貸款買房還能享有一
定的稅收優惠。（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81027B
房地產現況 3Status of Real Estate簡 房地產現況
星期一

2018 年 11 月 12 日

Mandy

A3

Monday, November 12, 2018

美國購房持續狂歡 過戶過程您都知道嗎
過戶過程您都知道嗎？
？
美國貸款買房中，辦理契約文件者可以通過律師協會或你
所在地區政府辦公室獲取空白契約表格。
契約主要包含以下信息，賣方和在美貸款買房者可以提前
準備：
對涉及財產進行法定描述。賣方轉讓財產，需要對財產進
行法律描述，這些信息賣方可以在自己的記錄契約中找到。
設保人”與“受讓人”，即賣方與在美貸款買房者的簽名
，任何在契約上簽名的人都需要身份證明。

執行契約

在美國貸款買房，你的產權來自他人，產權轉移的過程稱
為過戶。過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什麼？獲取該文件你需要準備
什麼？以及辦理該文件的流程有哪些？

美國貸款買房中過戶與契約的關係
是什麼？
在美國貸款買房你會涉及過戶，過戶是將產權從一個人轉
移到另一個人的過程，而契約（deed）正是證明產權從一個
人轉移到另一個人的正式法律文件。因此，契約有時被稱為財
產轉移的載體。在美國貸款買房，契約用于確認財產所有權，
它必須由買方和賣方雙方簽署。

美國貸款買房中獲得契約的流程有哪些？
美國貸款買房過程中獲得契約需要賣方和買方共同努力，
當然，你在美國貸款買房也可以委托產權公司獲得契約以獲取
所有權。具體的流程包括：

起草契約
1. 決定契約類型
賣方的所有權形式和房產出售方式決定賣方轉讓財產的契
約類型。同時，不同的契約類型給予你在美國貸款買房，作為
買房的保護程度也會不同。
美國貸款買房中，契約類型大致有四種，其中一般擔保契
約和放棄索償契約比較普遍。
▲一般擔保契約
美國貸款買房中，一般擔保契約通常被認為是轉讓不動產
最常見的方式。通過提供一般擔保契約，賣方可以肯定地聲明
財產不存在債務或留置權。這個概念可能會讓一些房主感到困
惑，因為他們在家中擁有抵押貸款。但是，當賣方出售自己的
房產時，賣方的抵押貸款通常會以出售所得收益支付，甚至可
能轉移到賣方購買的新房產。該契約擔保不僅適用于賣方，而
且適用于涉及該特定財產所有權鏈的所有個人或實體。
▲放棄索賠契約
不幸的是，美國貸款買房中，並不是所有的財產都可以通
過一般擔保契約轉讓。產權轉讓常常存在許多未知因素。使用
放棄索賠契約的賣方不能保證擁有的產權是有效的和可銷售的
。這意味著交易只轉讓賣方擁有的財產的權益。在大多數情況
下，業主對該物業擁有有效的所有權權益，但仍不願提供一般
擔保契約中提供的擔保。放棄索賠契約往往是轉移財產的最快
方式。因為它本質上在避免完全解決潛在的產權缺陷。
2. 獲取需要的契約表格

1. 請律師查看契約
美國貸款買房中，起草的契約最好在執行之前展示給律師
。律師可以查看契約並確保沒有遺漏任何東西。賣方或在美貸
款買房者可以致電當地律師協會並要求推薦，以獲得轉介給房
地產律師的推薦信。
2.尋找見證人
在美國貸款買房，一些州要求有見證人見證房地產的轉讓
，其他州不要求見證人見證。
3.訪問公證人
美國貸款買房中，賣方必須簽署契約，如果該財產由多人
擁有，則所有擁有人必須簽署該契據，賣方的簽名都必須公證
。在公證人面前簽字可以獲得公證文件。不過，賣方和在美貸
款買房者都必須向公證人出示足夠的個人身份證明，如有效的
駕駛執照或護照。

每次財產轉移都會以公開的方式進行記錄，通常記錄在貸
款買房者所在地區的縣記錄員辦公室或法院，以使契約在大多
數州都具有完全約束力。
2. 要求記錄契約
把你的契約交給工作人員並告之你要記錄契約。
3. 支付轉讓稅
在美國，必須支付“轉讓稅”實現轉讓土地。稅款通常根
據轉讓金額計算。
4. 等待收到記錄契約
通常需要四到八周才能記錄契約並將契約副本通過郵件發
送給在美貸款買房者。到時，在美貸款買房者就會擁有房地產
的所有權。（文章來源：美房吧）

記錄契約
1. 找到辦理記錄契約的地點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
都需要什麼資料和證件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都需要什麼資料和證件？如果本人親
自前往購買，只要有護照就行了。如果是委托他人購買，需
要給受托人寫一份授權委托書（Power of Attorney），該授
權委托書需要公證，另外提供一份護照複印件，受托人有了
授權委托書，可以動用在委托人名下的銀行帳戶中的資金支
付購房款，代簽買房合同等法律文件和代辦過戶手續。
中國人在美國買房都需要什麼資料和證件？
現金買主需要準備的文件：
1) 有效的護照和簽證
2) 準備好購房資金證明（國內銀行中英文版的存款證明
）
3) 在美國當地銀行開設的帳號
如果是現金購房，準備以上三項就可以了。
貸款買主需要準備的文件：
1) 有效的護照和簽證
2) 工作證明、工作收入（單位或街道開具證明，交由公
證公司翻譯）

3) 自付款部份的資金證明（中英文版的銀行存款證明）
4) 在美國當地銀行開設的帳號（文章來源：美房吧）

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

713-505-3919
iptvhou@hotmail.com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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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美國社區好壞的 10 種方法
2.向中介索取附近房屋價格的歷史變化情況

房價上升得快是好跡象，但更重要的是房價的抗跌能力。
一般來講，在興旺的時候，好區和壞區的房子都會上漲。

3.看房的時和鄰居聊天打聽
開放日看房的時候，注意尋找機會看看鄰居有沒有在割草
、散步等，可以主動打個招呼，爭取聊一會天。不妨直接說明
自己想買這一帶的房子，聽聽他們的看法。

4.觀察小區的人氣和凝聚力
注意看看小區裏大家有沒有很多戶外活動。一般來說，小
孩在街邊玩耍，老人在慢悠悠散步，年輕女孩在慢跑等，都是
小區治安良好，居民住得安心的標誌。

1.通過公共信息瞭解社區的基本情況
現在只要肯 google，基本上什麼都能找出來。用心上網
搜一下，一定可以找到關于這個社區的人口結構、教育水平、
家庭收入、犯罪率、學區等等的資料。諮詢中介，往往也是個
好辦法，但要注意的是中介是為賣家服務的，也許會誇大優點
，遺漏缺在公共信息中，容易被忽略的是自住率，一般來講，
出租房特別多的社區，不是好社區。

5.觀察附近房屋維護狀態
在天氣不錯的時候，看看鄰居是不是在維護房子、打理花
園等等。一般來說，如果屋主精選照料屋頂，油漆，雨槽等，
並且把花園打理得很漂亮的話，就說明屋主對社區有信心，對
作為社區一員感到自豪

6.附近咖啡店生意興旺
這倒不是因為你愛喝咖啡，而是因為咖啡店的興旺往往代
表了附近社區的消費能力和友好水平。另外，咖啡店在選擇營

業地址前往往做過專業調查。

7.交通狀況
一方面你需要看一下附近是不是擁堵、是否好停車，到你
常去的地方是否方便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公共交通的情況
。一般來講，如果走路 10 分鐘以??內有比較方便的公共交通的
話，可以增加房子的價值。

8.觀察周末和晚上的情況
平時相對于周末，白天相對于晚上，一個小區的交通、安
靜程度、氣氛等情況有可能會很不相同。

9.附近教堂多
你可能不信教，也不需要去教堂。但是，教區凝聚力往往
代表了附近社區的凝聚力、友好度和穩定度

10.瞭解附近的政府規劃
上網或者打電話到市政廳索取規劃情況，瞭解這區未來的
發展計劃，明白政府規劃可能對這一區未來的影響。
經過 10 個方面的功課，你對社區的狀況應該有了相當的
瞭解。最後，你還需要對照一下自己的實際需求、喜好，聽聽
家裏其他成員的感受，來決定社區環境是否符合全家的具體要
求。（文章來源：美房吧）

自住房貸款與投資房貸款有哪些區別？
中國人喜歡買房，買房地點遍布全球。同樣是美國買房，
中國人熱衷于把多餘資金投資在房產上，很多人利用貸款購買
投資房後，用租金收入支付每月貸款和地稅等開支，達到以房
養房的目的。
專家提示：自住房的貸款和投資房的貸款還是有一些區別
，一般來說，投資房的貸款利率比自住房貸款利率高出
0.25%-0.375%，申請條件也較高。

一、鑒別投資房
鑒于自住房貸款有低利率等優惠政策，很多民眾即使在購
買投資房時也想以自住房申報。實際上，銀行會依據一些條件
來判定顧客購買的房產是用自住還是投資。
例如，銀行會要求顧客披露名下所有房產，一般第二套房
產就是投資房；過戶以後，60 天內買房人要入住，且一年住
滿 180 天就算自住房；另外，一半自住、一半出租的情況也算
做自住房。

二、付點數降利率
如果民眾想要以自住房的利息來購買投資房，也有一種辦
法，就是付點數。一個點數，就是貸款金額的 1%。
舉例來說，對于 40 萬的投資房貸款，根據規定，如果要
拿自住房的利息，貸款時要付兩個點數，就是 40 萬乘 2%，也
就是一次性付 8000 元。那麼是選擇一次性購買點數，還是較
高的利率?
這要看民眾保持投資房多久。例如一個貸款 40 萬、30 年
還清的房子，投資房比自住房的每月還貸相多出 100 元，如果
選擇付點數，大約 7 年就把 8000 元賺回；但如果購房者打算

兩三年就賣掉房子，那麼就沒必要購買點數了。

三、首付要求高
從貸款比例來講，投資房貸款最多只能申請到
70%，這就是說購房者至少要付 30%的首付，而自
住房貸款有時可以達到 90%之多。
銀行對首付的要求也會更高，自住房首付款可
以由父母、朋友贈予，若購買投資房，銀行要查看
申請人兩個月的銀行月結單，其中不允許有任何贈
與款。另外，申請人的信用要求也更高，通常要在
660 分以上，而自住房僅為 620 分。
在美國，相對其他商業貸款，申請房屋貸款比
較容易，而且利率較低，因此購買房產，要善于利
用銀行貸款，也就是學會藉錢投資，用別人的錢賺
錢。
但投資房貸款和自住房貸款有些不同。申請投
資房貸款最好曾經做過房東。投資房購買者去銀行
貸款時，銀行會看負債和收入的比例，不能超過
43%到 50%。例如，某人月收入 5000 元，當前自
住房和未來的投資房加起來的所有貸款、地稅、保險等負債額
每月 2500 元，負債和收入比例剛好 50%，他可以申請到這個
貸款。
但如果本人還有汽車貸款 200 元，負債達到 54%，就不能
申請到這棟投資房的貸款了。
民眾選擇不同的房屋類型，如 Co-op、Condo 等，對申請
貸款都會有影響。專家稱，Co-op 用于投資而言基本上沒有貸
到款的可能，銀行會覺得風險太大；Condo 比 Co-op 好一點，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但也有諸多限制。
是否能夠拿到貸款，銀行也是需要經過很多審核的，如果
Condo 預售率沒有達到 50%，商業面積超過大樓面積的 20%，
裏面個人投資比例過高，那麼銀行也不會貸款給買家。一到四
家庭的房產是比較容易申請到投資房貸款的。四家庭以上的在
紐約就算是商業貸款。
商業貸款從租金上是很好的投資方式，但貸款更困難：貸
款一般是五到七年，而且提早還款還有罰金，另外利率也更高
。（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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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Tan

陳太太

(國,台,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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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經紀人

281-787-9300

誠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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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68-6368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CEO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貸款經紀人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低費貸款
重新貸款
手續簡單
最佳利率
信息保證
無費貸款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16300 Sea Lark Rd Houston, TX 77062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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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以房養學 在美國如何貸款購房
行會要求顧客披露名下所有房產，一般第二套房產就是投資房
；過戶以後，60 天內買房人要入住，且一年住滿 180 天就算自
住房；另外，一半自住、一半出租的情況也算做自住房。
童海表示，如果民眾想要以自住房的利息來購買投資房，
也有一種辦法，就是付點數。所謂點數，就是貸款金額的百分
比。
舉例來說，對于 40 萬的投資房貸款，根據房利美的規定
，如果要拿自住房的利息，貸款時要付兩個點數，就是 40 萬
乘 2%,也就是 8000 元。
那麼是選擇一次性付清點數，還是較高的利率？童先生表
示，這要看民眾保持投資房多久。例如一所貸款 40 萬、30 年
還清的房子，自住房和投資房利率下每個月相差 100 元，約 7
年就把"點數"8000 元賺回；但如果購房者打算兩三年就賣掉房
子，那麼就沒必要購買點數了。
對于在美國的華人來說，投資房地產是最好的理財方式，
因此民眾想盡辦法多購置房產。但近幾年，銀行對購房貸款的
條件越來越嚴格，而投資房的貸款條件和難度就更高了，如何
順利申請到投資房貸款呢？

投資房貸款：付點數降利率
很多人誤以為要有很多資金才能投資，其實並非如此，尤
其購買房產，要善于利用銀行貸款，也就是學會借錢投資，用
別人的錢賺錢。新美貸款銀行業務副總裁童海稱，銀行會提供
貸款用于購買投資房。很多華人民眾利用貸款購買投資房後，
用租金收入支付每月貸款和地稅等開支，達到以房養房的目的
。"但是自住的貸款和投資的貸款還是有很大區別，一般來說
，投資房的貸款會比較困難一些。"童海也表示。
鑒于自住房的低利率等優惠政策，很多民眾即使在購買投
資房時也想以自住房申報。然而，童先生表示，銀行會依據一
些條件來判定顧客購買的房產是用于自住還是投資。例如，銀

申請投資房貸款限制多 最好曾為房東
申請美國投資房貸款的限制要比自住房多，從貸款比例來
講，投資房貸款最多只能申請到 75%,這就是說購房者要付
25%的首付，而自住房貸款有時可以達到 90%之多。
針對申請人的經濟能力，投資房的要求也會更高。與自住
房首付款可以由父母、朋友贈予不同，投資房要查看顧客兩個
月的銀行月結單，不允許有任何贈予款。
另外，申請投資房的信用要求也更高，通常要在 660 分以
上，而自住房僅為 620。
投資房購買者去銀行貸款時，會看負債和收入的比例，不
能超過 43%到 50%.例如，王先生收入 5000,當前自住房的貸款
地稅等負債每月 2500,負債和收入比例剛好 50%,王先生可以申
請到這個貸款。但如果王先生還有汽車貸款 200 元，負債達到
52%,就不能買這棟投資房。
而對于投資房的租金是否能算在收入內，很多銀行會要求

顧客有兩年的房東經歷，否則，銀行就不能用投資房的租金收
入去沖掉地稅等開支。但有些華人銀行，即使顧客沒有房東經
驗，也可用租金做負債對沖，這樣對收入的要求就較低了。

家庭房產最易申請貸款
從投資的角度而言，民眾選擇不同的房屋類型，如 Co-op
、Condo 等，對申請貸款都會有影響。專家稱，Co-op 用于投
資而言基本上沒有貸到款的可能，銀行會覺得風險太大；
Condo 比 Co-op 好一點，但也有諸多限制。是否能夠拿到貸款
，銀行也是需要經過很多審核的，如果 Condo 預售率沒有達
到 50%,商業面積超過大樓面積的 20%,其中個人投資比例過高
，那麼銀行也不會貸款給買家。
童先生表示，1~4 個的家庭，房產是比較容易申請到銀行
的貸款的。4 個以上的家庭在紐約就算是商業貸款。商業貸款
從租金上是很好的投資方式，但貸款更困難：貸款一般是 5 到
7 年，而且提早還款還有罰金，另外利率也更高。

巧用房屋淨值購房
投資房貸款一般有 2 種形式，一種是用投資房申請貸款，
拿投資房利息；另一種是假設你有自住房，又有房屋淨值，從
自住房裏拿出房屋淨值購買投資房。所謂房屋淨值，是銀行貸
款給顧客購房的一個考量標準。
例如，王先生 10 年前用 50 萬購買了一處房產。如今增值
到 100 萬。銀行用 100 萬乘以 75%再扣掉欠銀行的貸款（比如
是 35 萬），那剩下的 40 萬就叫做房屋淨值，可以用這部分錢
購買投資房。
這種情況下，王先生可以從銀行全現金借出 40 萬買投資
房，這樣只需付自住房的利息，成本比較低，而且有現金在手
，比貸款搶房速度要快很多。這不失為一種聰明的投資方法。
（文章來源：美房吧）

拿到賣家報價後如何砍價？
在美國買房，和房屋賣家討價
還價時，如何出一個既不會太低又
不會出太高的合理的價格，究竟要
如何定價呢?下列五種方式或許能幫
助買家擁有最佳的談判力：

評估賣主的情況
《成功地產投資：如何避開 75
種代價最高的錯誤》的作者羅伯特
•宣門(Robert Shemin)提示，買房
前你應該詢問賣主是否有大量的貸
款，例如賣家有 30 萬美元的貸款，
那麼賣主則不太會考慮低于 30 萬美
元的出價。此外，設法瞭解賣家需
要多快賣出房子，如果對方的情況
比較著急，他接受低價的可能將比
其他賣家更大。

研究當地其它類似的物業
購買房地產的關鍵就是要瞭解
市場。聖地亞哥大學地產投資講師

馬克高門(Mark Goldman)說，不動
產市場是相當地區化的，不僅在城
市與城市之間，甚至在小鎮與小鎮
之中，相似房屋的價格也有很大的
不同。因此買屋前應該要針對相似
的房屋加以研究，包括位置、面積
、格局等，其它影響房價的因素如
學區，有時相似的房源僅相隔一條
街，因為分屬不同學區房價就有很
大的差別。
想要大致瞭解同一地區中的類
似物業的價格，可以到 Zillow.com 考
察，該網站上列有超過 8 千萬個在
售房屋的估計售價。只需鍵入房屋
地點(可以是城市、郵編、街道或具
體地址) ，就能查看具體房源和周邊
價格。瞭解這些資訊，更利于買家
確定什麼數字是好價格。

房子在市場上待售多少時間

“For Sale”的牌子在屋外挂了
越長的時間，它定價過高的可能性
就越大。
典型來說，屋主的房產滯銷太
久，不是拒絕了所有他們認為過低
的出價，就是還沒收到任何出價。
所以如果你看中的房子已經上
市幾周，你可以嘗試砍價 10%，如
果超過三個月，就應該考慮砍價
15%到 20%。

要求其它贈品或折價
如果賣主不肯改變他的定價，
買方在談判時仍然有商討的空間。
記住，賣主總是關注最後的價格，
因此你的出價越是理想，賣主越可
能在其他地方讓步。例如你不妨要
求賣主負擔過戶費用，或是與你平
分信托財產費用，這都是目前買方
市場中比較流行的做法。如果房子

需要重大的修理，
買家還可要求對方
提供修繕款項。

針對新屋采取
不同策略
想要對全新竣
工的房子討價還價
，這將是更困難的
任務。一般來說建
造者和開發商不太
願意降價銷售，特別是統一開發的
新屋。在這種情況下，建商寧可提
供其它優惠，以便讓售價維持在一
個標準之上，如此一來整批新屋的
其它買主也需用這樣的價錢購買。
因此買主面對這種情況時，應
該要求的是升級或各種贈品，而非
要求對方降價。比如有的建商針對
80 萬的房屋最高提供了價值 10 萬元

的升級額度（不同地區情況不同，
具體優惠額度以實際為准）。
需要說明的是，在美國買房不
是任何房產都可以砍價，有些位置
好的熱門房源甚至要加價購買，比
如舊金山市、聖荷西的房子就經常
溢價售出。所以在出價時一定要把
握好度，不要輕易給高價，當然也
不要一味壓價。（文章來源：美房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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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最 受 歡 迎 的 10 種
食物

自由發揮了。不過推薦是在雞裡再塞 怎 麼 做 到 的? 打 死
些香腸和熏肉，油炸 2-3 小時。特別加 我也不明白。但是
分，如果你能想出辦法加入溶化的奶 我知道這點：你可
酪製品在這到“壯觀”的菜裡。有些美 以在上面倒上朗姆
國人想把這道菜變成傳統的感恩節大 酒，然後把它整個
餐，有的已經開始在聖誕節吃上了。不 點燃，現在才像道
1、巧克力曲奇冰激淩 Chocolate 過如此美國化的發明，還是最適合在 菜。
5、考伯沙拉
Chip Cookie Dough Ice Cream 1937 年 4th of July 享用。
3
、水
牛
城
辣
雞
翅
Buffalo
Wings
Cobb
Salad
吃了這
，來自麻洲的 Ruth Grave 在她做的黃
麼多油膩的東西，
不要以為這道菜只有在水牛城才能吃
油區奇中加入了切碎的巧克力。由此
發明了世上最好吃的區奇餅乾。在美 到，甚至還有個美國快餐就以這個為 有的美國人開始說
“我想今天就吃一
國人民享受她的區奇的同時，他們總 名字呢。大部分美國人覺得雞肉不如 ：
是設想如何能把這美味發展的更好。 豬肉油膩，不如牛肉有口感，只能湊合 碗色拉好了。”當然
10 多年後，有了讓人驚訝的覺悟：因為 。但是把它放到 600 度的油中炸到焦脆 ，他們說的色拉不
有個人太懶去烤這個區奇餅乾，發現 ，直到你不認識它是肉了。然後澆上辣 是指那種無聊的歐
吃混好了的生面居然比烤完的成品更 醬，沾著熔化了的 Blue cheese 一起吃? 洲人吃的綠青菜加
有味。在美國人民合力下終於想出了 That's more like it! 特別提到是加在盤 紅番茄。美國人做
一個壯觀的辦法：把生面切成小塊，拌 底的蔬菜，吸收了雞肉上掉下的油，普 色拉時，先要有足
夠的肉類種類和重
在 冰 激 淩 裡!Now that‘s American 通的蔬菜也變美味了。
量，然後一定要有
4
、
火焰冰激淩
Baked
Alaska
美國
Cooking!
牛油果和奶酪。基
的生活是很複雜的。當他們面對嚴肅
2、特 大 啃 Turducken 如 此 聰 明
並且簡單的創造，讓人不敢相信 5000 的決定像“你想吃什麼甜點啊，親愛的? 本 上 你 在 一 個
Cheese
年的世界文明居然沒先想到。拿一隻 冰激淩還是蘋果派?”他們不會知識簡 Double
2-3 道小菜。這些菜都有一個共同點，
Burger
中找的到的都可以放進去
。最好 找的到的都可以放進去。
單的說
“我們拿一勺冰淇淋
，
放到蘋果
火雞，塞只鴨子在它肚子裡，然後再在
6、魯賓三明治 Reuben Sandwich 他們都是美國人借著中國菜的模版想
鴨子裡塞只雞。從這裡開始你就可以 派上如何?”No, no.他們能把一整盒的 的例子 Cobb Salad：熏肉，炸雞肉，牛油
冰欺淩，想出辦法把它烤在一個派裡。 果，雞蛋粒，藍奶酪和任何你在冰箱中 這種裝滿了東西的三明治現在在世界 出來的。
上都滿多見的。不過 Reuben 是最美
9、費 城 牛 肉 芝 士 三 明 治 Philly
國的了。首先要用 10 多種香料烤的 Cheese steak 只有在 Philadelphia，美國
熏肉片，一口吃下去你都不知道吃 裡最美的城市，才能發明出如此象徵
了什麼只知道是肉的那種，推薦每 性的三明治，而且強力堅持不需要任
個三明治中要放入至少 1 磅。然後在 何人來嘗試改善它。只用最差的原料，
每 3 片中藏一塊“瑞士”奶酪，那種中 Pennsylvania 的市長 Ed Rendell 解釋那
間有洞的，真的瑞士人決不會去碰 些 不 是 本 洲 的 人 嘗 試 來 做 Philly
“第一，他們會用好
的。再在上面撒些“俄國色拉醬”
，一 cheese steak 的問題：
的牛肉。你需要用最肥最硬的肉才能
種鮮豔的，橘紅色奶醬。
7、巧 克 力 棉 花 糖 夾 心 餅 S’ 得到合適的味道。第二個錯誤，當然，
mores 一直不明白，為什麼 S‘mores 你只能用奶酪製造時的殘渣，不能用
會在美國如此流行。餅乾用的是英 真的奶酪。”Rendell 堅持這樣因為“真
。
國人的 Graham crackers，在美國一直 的奶酪不能溶透到肉裡”
無論如何，Philly cheese steak 還
就沒什麼人吃的。中間夾的是軟糖
塊，那是美國小孩野炊是穿在棍子 是很美味的。如果用上好的肉和奶酪
上烤著玩的，烤好了一般就扔到一 會讓它更好吃嗎?當然。不過那樣就不
旁，沒多少人愛吃的。反正和在一起 是美國原味的了。
10、美 式 炸 熱 狗 Corn Dog 1942
，美國人就喜歡吃了。
8、美式中國菜“Chinese Food 年，在一個德州美麗的鄉村集市上，一
”美國料理最棒的地方就是胡思亂 個 有 商 業 頭 腦 的 年 輕 人 叫 做 Neil
想，有時候想出來的他們自己都無 Fletcher 想出了一個可以讓他的熱狗熱
法承認，就找個接近的風格，跟著那 賣的辦法：在熱狗腸上塗厚厚一層便
個叫。舉例：
“Chinese Food”
。橫跨美 宜的玉米糖漿，用熱油炸的 5 分鐘，再
國 50 州，所謂的中國快餐提供 10 多 在後面插根棍子。就這樣一個美國傳
道漂亮的，油炸了的，醬油烤了的事 統誕生了。每年當天氣轉熱，春暖花開
物。雞肉沾上甜辣醬和麵包屑然後 時，美國人一邊享用這簡單可口的美
油炸後叫陳皮雞(orangechicken)，春 食，一邊問自己：我們還能油炸些什麼
捲裡面加奶酪或奶油，炒飯炒麵吃 呢?
完後盤裡的剩的油可以用來再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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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活指南：看病也有秘訣
出門在外，誰也免不了自己的身體會出現
緊急狀況，免不了頭痛腦熱。由於國外的醫療體
制與國內的完全不同，如何在海外求醫也成為
了他們面臨的一大難題。美國的醫療體制與中
國完全不同。一是美國的醫療費用昂貴，二是留
學生很難找到合適的醫院。那麼，在美國求醫究
竟該注意什麼呢？怎樣才能解決就醫中遇到的
問題呢？
訣竅一：買醫療保險很重要
如果沒有醫療保險，在美國的一次看病治
療就能讓留學生們在財務上吃緊。一般來說，美
國的高校都有留學生保險制度，留學生可以在
入學的時候購買醫療保險，保費一般在每年
300-600 美元不等。由於在校內買的保險局限比
較大，往往只包括一些常規醫療的賠償，而且賠
償的金額也不會太大。萬一在美國患上大病，學
校的基本醫療保險無法補償所有的費用，所以
對於有特殊需求的留學生來說，最好到校外購
買額外的附加險。
訣竅二：選擇合適的醫院
美國醫院林立，對於剛到美國的留學生來
說，有時不知如何去就醫。一般情況下，保險公
司也會指定些醫院，留學生可以在這些醫院就
診。同時，美國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大城市的
中國城裡有不少中國人開設的診所，從跌打損
傷、耳鼻喉科到開刀、針灸等，一應俱全，而且收

費較低。留學生可以從發行全美的中文報紙《世
界日報》分類廣告中找到此類診所信息，此外還
可查閱當地電話薄中的分類廣告。
訣竅三：看病需要提前預約
在美國看病必須要進行預約。首先，你要
選擇一個主要醫生，在預約之前，醫療辦公室可
能寄給你一份新病人需要登記和填寫的資料，
填完資料後要及時交回。如被接受為新病人，你
還需要告訴醫療保險公司所選的主要醫生的名
字，這樣保險公司才會付費。其次，一旦你確定
了預約時間，你就必須準時，不能遲到，如果因
為某種原因不能前往，必須在 24 小時前打電話
取消或重新預約，否則將被罰款。再次，就醫時
必須攜帶身份證件和醫療保險卡。
訣竅四：費用可以討價還價
在美國，很多醫療賬單都有討價還價的餘
地。第一，你一定要主動開口問，一般來說，如果
病人到醫院的財政處親自討價的話，通常來說
就能拿到個七折。第二，在治療的過程中，你可
以建議醫生選擇低價方式。第三，如果你要找人
調整賬單時，可以找醫療辦公室負責人。第四，
選擇現金結帳可以拿到較好的折扣。第五，仔細
查帳單、保險單，要像偵探一樣，對保險單和醫
療賬單上面的每一條都清清楚楚。如果有疑問，
要主動給醫院和保險公司打電話，問清楚每一
個問題，並做記錄，不要賬單上叫你付多少，你

就付多少。
訣竅五：小毛病儘量自己看
出國之前，可以多帶些非處方藥。平時掌
握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如果是症狀並不嚴重
的感冒、頭疼之類的小毛病，可以去超市或藥房
買些藥片自行解決，這樣就不需要小病求醫，可
節省不少寶貴的時間、金錢與精力。如果是大病

最好去醫院就診，千萬不要為省錢而貽誤病情。
訣竅六：遇到意外及時求救
如果不幸遭逢意外，諸如摔傷、碰傷、割傷
、槍傷、車禍及心臟病突發等，需要有人施以援
手時，留學生應該立刻撥打 911 緊急救難電話，
呼叫救護車。只要撥通該號碼，即使不說話，警
車和救護車也會及時趕到。

簡介美國生活 10 大禁忌點

“I am sorry”和“Excuseme”都 是“ 抱 歉 ”
、 ，加以賣弄，也會使其他人感到你視野狹窄，除
1.切莫搭便車
在美國旅行切不可隨意搭便車，這是由於 “對不起”的意思，但“I amsorry”語氣較重，表示 了本行之外一竅不通。在談話間，應該尋找眾人
美國社會治安情況造成的，搭便車而被搶去錢 承認自己有過失或錯誤；如果為了客氣而輕易 同感興趣的話題；醫生可以大談文學，科學家暢
財或遭到淩辱之類的案件在美國屢見不鮮，有 出口，常會被對方抓住把柄；追究實際不屬於你 談音樂，教育家講述旅行見聞，使整個聚會充滿
，因為一句“對 輕鬆氣氛。
些歹徒看到路邊步行的女性，就主動停車，殷勤 的責任。到時只有“啞巴吃黃連”
8.別忘了問候孩子
要求送上一程。如果誤以為他是好意，無異於羊 不起”已承認自己有錯，又如何改口呢？
美國人講究大人、孩子一律平等，到美國
送虎口，碰到這種情況，最好還是冷言拒絕，不 5.謙虛並非美德
中國人視謙虛為美德，但是美國人卻把過 人 家 中 作 客，他 們
要多加搭岔。
2.夜間不要乘地鐵
謙視為虛偽的代名詞。如果一個能操流利英語 的孩子也一定出來
紐約的地下鐵道極為髒亂，夜間更成為黑 的人自謙說英語講得不好，接著又說出一口流 見客，打個招呼。這
社會成員聚集之地。吸毒犯、盜竊犯、流氓、販毒 暢的英語，美國人便會認為他撒了謊，是個口是 時，千 萬 不 要 只 顧
者齊集於此，整個氣氛令人不寒而傈；如果對此 心非、裝腔作勢的人；所以，同美國入交往，應該 大 人 冷 落 了 孩 子。
不在意，那麼出事之後，紐約的警官不但不會同 大膽說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是一，有十是十，不 那樣勢必使他們的
父 母 不 愉 快，跟 小
情你，可能還要責怪你：
“夜間乘地鐵，不等於在 必謙虛客氣，否則反而事與願違。
孩 子 打 招 呼，可 以
鱷魚聚集的水中游泳嗎？出了錯，責任在於你自 6.同陌生人打招呼
我們在路上、電梯內或走廊裡，常常與迎 握 握 手 或 親 親 臉，
己。”
面走來的人打照面，目光相遇，這時美國人的習 如果小孩子親了你
3.不要稱呼黑人為“Negro”
Negro 是英語“黑人”的意思。尤指從非洲 慣是用目光致意，不可立刻把視線移開，或把臉 的 險，你 也 一 定 要
販賣到美國為奴的黑人；所以在美國千萬不要 扭向一邊，佯裝不見。只有對不順眼和不屑一顧 親親他的臉。
9.同性不能一起跳
把黑人稱作“Negro”
，跟白人交談如此，跟黑人 的人才這樣做。
舞
交談更如此。否則，黑人會感到你對他的蔑視； 7.交談時的話題
參加美國人的聚會時，切莫只談自己最關
同性不能雙
說到黑人，最好用“Black”一詞，黑人對這個稱呼
會坦然接受。
心最拿手的話題，談論只有自己熟悉的話題，會 雙 起 舞，這 是 美 國
使其他人難堪，產生反感。談論個人業務上的事 公認的社交禮儀之
4.不能隨便說“I am sorry”

一。同性一起跳舞，旁人必定投以責備的目光，
或者認為他們是同性戀者。因此，即使找不到異
性舞伴，也絕不能與同性跳舞。
10.莫在別人面前脫鞋
在美國，若是在別人面前脫鞋或赤腳，會
被視為不知禮節的野蠻人。只有在臥室裡，或是
熱戀的男女之間，才能脫下鞋子。女性若在男性
面前脫鞋子，那就表示“你愛怎樣就怎樣”
；男性
脫下鞋子，就會被人當作叢林中赤足的土人一
樣受到蔑視。無論男女在別人面前拉下襪子、拉
扯襪帶都是不禮貌的。鞋帶松了，也應走到沒人
的地方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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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孩子也不是完全放養

自由總有邊界

中學習了整整一年。
“德國的家
庭教育都是有‘章法’的，並不
是很多人想像的那樣‘自由’
。”
袁媛的寄宿的家庭是德國的一
個三口之家，
“家裏還有一個哥
哥比我大一歲。”十六七歲的中
國高中生，應該有著充分的“自
主 權”了。但在袁媛寄宿的德國
家庭裏，十七歲的哥哥衣食住
“歐美教育”
，
“我先生的家庭是個大家族，孩子 行的很多方面，依然還“聽命”
博士對比中外家長如何“管孩子”
夠多，每次家庭聚會少則三十幾號人，多則六十 于家人。
“德國家庭做事講究‘報備
中國 13 歲孩子聚會都是父母“在伺候” 幾號人，總要包個度假村 或是大餐廳來搞活動。
一。”回國後，張茜發現，自己竟然對國內的教學
’
，
想要在家
裏開派對，或是想要出去吃飯不在 模式不大適應了。
《你誤會了歐美素質教育》的作者魏蔻蔻是 我們會給孩子們安排他們的活動空間和時間，
“放學後還有做不完的作業，
一位生物科學博士，曾任職多家國際知名機構。 可在絕大多數時間(比如吃飯、下午茶和家庭游 家裏吃，這些都得提前和父母打招呼，不能一聲 周末有各種輔導班，和美國學生 的天性釋放相
在文章中，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舉了例子。
“每 戲時)，孩子們都必須參與和親人的互動。在他 不吭的就走人，晚上回來再告訴父母你的行為。 比，國內的教育要‘改良’的有很多。”
次回國我都很容易看到 以下的情景：年輕的父 們的活動時間沒到和大人沒有允許之前，他們 ”袁媛認為，這是德國的教育和中 國教育最大的
不同，
“德國的父母給孩子的是適度的自由，但
母帶著四五歲的孩子出來聚會，孩子完全不理 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歐美的“素質教育”
並不等于放縱
。”孩子長大了，但父母依然會拽
這僅僅是歐美教育中的一個小小片段。作
會在場的人，到處亂跑，大聲喧嘩，父母都會對
“放養”的前提是有原則的教養
，不讓孩子“跑偏”
。
我訕訕一笑：
‘我們現在也學歐美國家，讓孩子 者表示，歐美人的教育理念裏，“自由放養”其實 著孩子成長的“風箏線”
很多人將歐美家庭的“育兒經”和“放養”畫
“舉個例子，德國的家庭很重視餐飲禮節，
“上次我先生表哥一家四口從美國
自由發展，少點規矩，多點個性!’”甚至是大一些 是有邊界的。
上等號
。但《你誤會了歐美的素質教育》的作者
的孩子，也被父母用自認為是正確的“不干涉” 回荷蘭探親，家庭聚會被安排在一個自助餐廳。 只有全家人都到齊了才開始吃飯。”袁媛對德國 認為，
“放養”
應該建立在有原則的教養之上。
“父母不會對孩子說
在驕縱著，
“有的孩子已經十三四歲了，在聚會 夫家的聚會因為人多，有個傳統就是一般吃上 人的“餐飲之禮”影響深刻，
“其實我們中國家庭 也有很多有原則的教養方
，
‘餓了就先吃’
之
類的話
。
不僅如此
，
孩子還得
場合，父母還要督促他們問候其他人。孩子完全 一道 菜，大家就換個位子，好去和坐得遠的親戚
式，我自己就是從一個家教嚴格的家庭出來的，
也能聊到天。為此，表哥的兩個兒子，一個十歲、 幫父母承擔一定的家務，如用餐之前的餐具擺 所以我的教養和荷蘭的這些規矩不謀而合。這
不融入聚會的活動，自己玩手機。
放
，
就是我和寄宿家庭的哥哥輪流
‘值日’
的
，
在
為此，作者產生了困惑，
“我連基本的禮貌 一個十四歲一開始就被父母打散坐在桌子的不
種教養，教導的是一種對形式感的尊重，也是 對
都沒有看到;一個十三四的孩子連打招呼都還要 同位置，都沒挨著父母 坐，讓他們自己多和在荷 德國父母眼中，這完全是孩子應該做 的。”
自律和公眾責任感的培養。”魏蔻蔻表示，在一
父母教，都不具備一個正常的交流能力，談何 蘭的親友自由交流。”
個社交場合，最重要的恰恰是恰到好處的自我
“天性”不等于“任性”
約束力。這種能力是從一點一滴、耳濡目染的家
在張茜(化名)看來，美國教育的“天性解放
有游學經
教和社會環境裏學到 的。
。
“我
歷 的 中 國 ”還是有一定限度的，並不是完全的“任性”
為此，作者建議，
“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備一
是高一時去美國交流的，按照中國教育的思維，
學 生 感 嘆 學校裏安排的課程一定是圍繞著高考來‘轉’的 些基本的禮儀和約束力，不要再說‘那是歐美的
，因為這樣的孩子在歐美肯定會被
國 外 素 質 ，但在美國，他們 可不這麼想。”張茜就讀的交流 自由和素質’
邊緣化，無法受到歡迎。素質不是歐美才有，一
教育“更嚴 學校位于美國俄亥俄州，
“美國高考的 SAT，其
些價值觀和素養是全球共通的。把放縱當自由，
實考察的內容就數學和英語而已，但學校排課
厲”
把任性當個性，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素質教育。
“ 自 由 ”不 時，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占的比重卻照樣很
等于“放縱 高。”雖然是和高考“無關”的科目，但美國學生 中國的家長應“洋為中用”
在學習時卻不能“任性”的懈怠，因為這些科目
”
南京市教研室書記、江蘇省特級教師劉永
的 GPA 成績，以及平時參加志願服務的相關記
袁媛(化 錄，都 會成為申請大學時參考憑據，少了哪一科 和曾經到訪過美國等國家，對當地的教育有過
名)是金陵中 其實都“瘸腿”
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表示，中國和歐美的教育理
。
學的高三學
最讓張茜感嘆的，是美國高中的“體育意識 念，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因此
生，高二期間 ”
。
“我的美國同學們對于籃球和橄欖 球的熱愛 ，便自然展現出了不同的特性。中國教育歷來主
，她參加了一 讓我驚訝，每天下午，我們都會有一定的時間進 張“苦讀”
，希望能培養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西
個交流項目， 行體育活動，女生打排球，男生打籃球。甚至在 方則講求個性解放，家長充分尊重孩子，這樣有
到 德 國 北 威 申請大學時，美國同學們都會將‘大學的球隊是 利于孩子個性的成長。
州 的 一 所 高 否出色’作 為是否申請這所大學的衡量標準之

歐美的“素質教育”就是放手給孩子自由? ‘素質’呢？”
如果你這樣理解，那便陷入了教育理念上的誤
區。曾經一篇熱傳的《你誤會了歐美的素質教育 國外不少家庭聚會，孩子沒有家長允許
》一文撰寫的正是中國家長對于歐美素質教育 不能自己玩
的錯誤理解，作者及時進行了“撥亂反正”
，有理
家長們將歐美的素質教育理解為“多給空
有據的觀點贏得了不少人的認同：孩子的“放養 間和自由，少干涉”
“少點規矩，多點個性”
。但在
”與“民主”不能完全畫上等號。記者也采訪了多 魏蔻蔻眼裏，真正的歐美教育，其實並不是國人
位有過歐美交流 經歷的學生及專家，他們也表 想像的那樣“驕縱”
。
示，歐美孩子的“自由”
，其實是有“邊界”的。
作者在文章中寫下了海外生活中的真實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81108E
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8 年 11 月 12 日

簡

Monday, November 12, 2018

A9

中國與美國十個不同的生活習慣
【來源:網路】
她讓我照著說明去使用。以前在國內的時
朋友常常對我說“來吧來吧，盡情歡笑，隨我來吧，跟著節 候沒怎麼注意過，一直以為，量杯是藥劑師
奏一起搖擺，隨著音樂一起開懷。因為這裡有自由、這裡有民主， 的事。
這裡是，自由、民主、獨立的王國 USA。”
後來，自己買了房子，自己燒水、煮飯、做
曾經有過許多美國朋友問我：
“你看中國人和美國人的主要區 菜，雖然還在分期付款，但只要是病了，只
別是什麼？”
要吃藥，就會常常想起那個好心的美國老
我說：
“我們吃熟食，你們吃生的；我們保守，你們開放；我們在 太太，想起她，教我用量杯的軼事。
小事上團結大事上分歧，而你們，無論大小事都擰成一條繩。你
中國人一般都顯少，男人 50 看上去也就
們不怕別人關注，唯恐別人不在乎。你們有創新、勇於探索的精 30 出頭，女人 30 看上去也就十七、八九。美
神；而我們，工作兢兢業業，上班按時按點規規矩矩……”美國朋 國朋友常常問我“你怎麼看上去才像二十
友點頭稱是。
出頭？”而問我的她，比我還小了好幾歲。我
在一個國家生活久了，不說入鄉隨俗但至少會感染一些氣息， 說“中國人會保養，沒聽說‘龍顏大悅’麼？”
看人家的說話、辦事風格，學習人家值得學習的、優秀的地方。
我這麼一忽悠，她還真不懂。中國人看字是
美國朋友常常跟我說“怎麼好像全世界都憎恨美國人？”我說 字，美國人看字是謎。
“那是因為你們特立獨行，因為你們專橫、霸道，還有矗立於世界
四、吃食
之巔讓屈居他位者眼紅。”朋友補充“還有，因為我們，NOSETO美國人從不吃什麼諸如風爪、豬蹄、魚頭
EVERYBODY’SBUSINESS……”我說“很對。”
、排骨類的東西，就算有個別的吃，也是很
的遙控器，發現，真的只有中國人才在自家的遙控器外面還包著
以下數條，為日常生活中種種見聞，不說全面卻都是親身經歷 少。中國人愛吃，喜歡吃，講究吃。風爪味道好，豬蹄養顏、護膚、 塑料捨不得拆掉。美國朋友來我家，問“你的遙控器怎麼還包著？
，也許還有未收錄到的。
促進 S 型美觀，排骨就更了不得了，生筋利骨還能補鈣。
”我說“因為可以保護。”他不說話，徑直給我拆了，說“這樣不是
一、問候
美國朋友來我家，看我做的紅燒豬蹄、清燉排骨、蘑菇燒雞，吃 更好用？那個沒用了是廢物，扔掉好了。”無語。
國人打招呼，一般都是“吃了嗎？”
“瘦了啊！”
“最近在哪發財呢 了後，嘖嘖稱讚。味道好味道好！可讓他們去買了自己做？不幹。
從此後，我家的遙控器不再包塑料了。認識新的移民熟悉後去
？”比較的虛情假意一類。美國人，比較現實，遇到了，相互微笑一
五、車飾
到他們家，我也告訴他們“那個不用了，沒有用。”
下就走了。要麼，就停下來擁抱一下，問問最近的身體，有家庭的
中國人的車子內一般都比較傳統，比如：中國結、紅繩子、小可
有的聽有的不聽。有的，還要補充一句“你，被美國化了吧？”
問問孩子怎麼樣一類的，反正不會超過一分鐘。
愛、公仔娃之類的裝飾物。美國人的車內，比較的 OPENMIND，
八、安全帶
二、量杯
酷點的是骷髏、槍彈，含蓄點的是新奧爾良的狂歡節珠子，掛的
我從來都不喜歡系安全帶，因為那讓我感覺特不舒服。特別是
美國人用量杯，中國人不用。剛來的時候，自己還是租房子住， 越多，說明你在那個地方嗨皮得越爽，也說明你露的次數越多， ，它斜斜的系過來，還緊緊的繃著胸部。坐我的美國朋友的車，頭
有一次病了，房東太太給我一瓶感冒藥(就液體那種)，一個量杯， 所以你得到的珠串才多。美國人，以張揚自我為驕傲；中國人，以 一件事就是囑咐我“系好安全帶了嗎？”而我，總是心不甘情不願
保守謙虛而自豪 的系好，然後，還要補充一句“死不了。”
。
再然後，朋友就開始向我灌輸已經傾倒了 N 次的美國交通法
六、洗浴
典，還有安全係數，諸如此類，等等，等等。當然我自己開車的時
美國人，一般 候還是比較老實會系好的，因為加州的法律，被發現了是要開罰
都是早上洗澡。 單的。為了省銀子，只好認了。
洗個澡，神清氣
九、剔牙
爽去上班；中國
有一次，一個美國朋友問我，他說“我能問你一件事嗎？”
人，一般都是晚
我“你說。”
上洗澡。洗個澡， “為什麼我在餐館總是看到有的中國人在吃完飯後剔牙時用
乾乾淨淨的睡覺 手遮著嘴？我們都是大大方方的剔牙。”
。
“……”
剛來的時候， “怎麼了？”
我還是晚上洗澡 “因為那不雅觀，中國人剔牙總是這麼擋著的。”
。日子久了，我早 “哦，我還以為他們總是牙痛才捂著呢。。。”
上也洗，晚上也 “……”我沒說，心裡憋著，這個鬱悶，下次應該把話題移開。
洗。電話回家一
十、容器
報告，媽媽說：別
剛來的時候，我比較的節省，留了很多空瓶子。果醬瓶、飲料瓶
洗多了，洗掉了 、紅酒瓶、雞精罐、黃油罐之類的，我看著好看的，比較大方、能盛
元氣還脫皮！這 東西的，我一概留著，我裝水用。中國人，很喜歡把別的什麼容器
麼一嚇，不敢多 的，改造成水杯。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天才。
洗了，可還是早
美國朋友來我家，看到了，問我“你曬著這些空瓶子都做什麼
晚各一，改不過 用哪？”我“它們都是乾淨的，我都洗了，等他們幹了我裝水或者
來了……
其他。”他二話沒說就給我全扔垃圾箱了，還教育我“這些東西，
七、遙控器
都是廢物了，你用完了就該扔掉，就算二次回收，那也得由專門
中 國 人 很 愛 的工廠來處理。你這麼做，是極不衛生的行為！”心疼啊！那些我
惜東西，愛惜物 攢了又攢的“寶貝”們……
件。比如電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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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超市常見的名不副其實食品
【來源:網路】
Bacon bits 並不含有任何真正的 bacon 成分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通 知 。而且，為了讓人有 Bacon bits 是 bacon 的錯覺的
Hampton Creek 公司不能再把自己生產的不含 ，它的外形被做的十分像 bacon。事實上，Bacon
蛋黃醬（eggless mayonnaise)的產品命名為 Mayo bits 是由大豆粉和菜籽油和一些食用色素混合
。這個事件背後折射的是 FDA 對食品市場嚴格 製成的。
把控的態度。事實上在日常消費的食品中，很多 Cool Whip-並非鮮奶油
食品都存在名不副其實的問題。下面請跟著小
Cool Whip 這個品牌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編一起來“打假”吧！
Whipped cream（鮮奶油）
。事實上為了讓產品呈
Soy“Milk”
現出奶油的特徵，Cool Whip 用了大量的 corn
Soy“Milk”嚴格說來應該只能被稱為“ Soy syrup 和蔬菜油。2010 年開始，生產商還把牛奶
beverages”因為實際上 Soy Milk 並不含有乳糖。 放進原料配單裡面。
而乳糖是牛奶中最主要的成分。其實早在 2000 Just Mayo 並非真的蛋黃醬
年，美國國家牛奶產業聯盟就和大豆食品協會
傳統意義上用的蛋黃醬是用雞蛋，油，
及 FDA 就 Soy Milk 這個名字進行過交涉，但直 醋做成的。Hampton Creek 把蛋這個原料換成
到現在，FDA 也沒有採取什麼措施。
了 pea protein。然而 Mayo 其實是 Mayonnaise（蛋
Velveeta“Cheese”
黃）的縮寫，會讓人聯想聯想到真正的蛋黃。在
事實上像 Velveeta 和 Cheez Whiz 這些加工 FDA 眼裡 Just Mayo 會讓消費者產生誤解，以為
過的所謂的奶酪並不是由真正的奶酪做成的。 這是有蛋黃成分的。
它們是由一種被稱為 cheese cultures 的細菌把 “Crab”meat
牛奶發酵而製成的。FDA 說這些產品嚴格上講
所謂的蟹肉幫棒並不是真正的蟹肉做的，
不能被稱為奶酪。
而是用一種叫 Surimi 的魚做的。
“Bacon”bits
“Maple”Syrup
除非你願意花重金，否則
你是買不到真正的 Maple
Syrup 的。像 Aunt Jemima，
Mrs. Butterworth’s 這些牌
子，
“Maple”Syrup 基本上都
是用玉米和一些香料合成
的。
White Chocolate
白巧克力是最大的謊言，
它一點巧克力成分都沒有
。白巧克力是由一種被稱
為 cocoa butter 的原料做的
。Cocoa butter 是一種被用
於 lotion 的植物脂肪。儘管
這 樣，white chocolate 在
FDA 也有專門明確的命名
標準，必須含有 20%以上的
cocoa butter 才 能 被 稱 為
white choco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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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国市场魅力无限，世界各地的参展商为之赞叹

“拥抱中国这片海”
本报记者 李 婕 谢亚宏

中国的市场海一样大

“第一位的吸引力当然是中国 13 亿多人口的市场。”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还在不断扩大，我们很感兴趣。”
“中国过去是我们的重要市场，未来我们也要不断占有份额。”
市场、市场、市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共有 172 个国
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 多家企业参展，如果说他们有一
个最大的共同点，那便是为中国市场而来。
中国市场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来听进博会现场的声音。

“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在 21 年前就开始了，对
中国市场出口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是我们越
来越重要的市场。”波兰铜业公司董事长、首席
执行官赫卢齐恩斯基说。截至 2016 年，波兰铜
业已出售了将近 88 万多吨电解铜给中国五矿，
成为本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力量。
“ 从 中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时 的 2001 年 到
2017 年，中粮进口的油脂油料翻了 14 倍、饲料
亚维多利亚州就有 60 多家企业来参展，带来了
饺子的常用面粉；做面包的高筋面粉；做饼干等点
谷物翻了 38 倍、谷物口粮翻了 13 倍。”中粮集团
乳制品、保健品、护肤品等多种产品，其中有的
心的低筋面粉。其中，生产高低筋面粉的小麦就是
总裁于旭波说，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
企业是首次接触中国市场。“进博会为供给和需
中粮进口的主要品类。
“ 中国人吃得越来越讲究，
程 的 推 进 ， 中 粮 进 口 的 食 品 吨 位 变 化 ，“ 购 物
求带来了进一步对接的机会，在中国巨大的市场
我们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国内供给在结构上目前尚
车”越换越大了。
面前，它创造的机遇是实实在在的。”
有不足的，能够满足不同品种和功能需求的。”于
进博会现场，中外企业家集聚。不少外企负
旭波说，此外，高质量的肉蛋奶、水产、水果等也是
责人回顾了公司在华经营业绩的增长，中国企业
中国家庭越来越旺盛的需求。
消费升级带来旺盛需求
负责人则讲述了进口规模的变迁——他们都见证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副主席杰伊·利比表
过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
示，从中国消费者的反馈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商品
数据显示，1978 年到 2017 年，按人民币计
和服务不断提升的多样性需求。相信在消费品、电
中国市场也在蕴育着新的变化。“中国将顺
价 ， 中 国 进 口 总 额 从 187 亿 元 提 高 到 12.5 万 亿
器、电子产品、汽车及其他大件商品方面，全世界
应国内消费升级趋势，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
元，增长 664 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
的贸易商能在中国找到巨大的增长机遇。
措施，促进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培育
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
约翰·布伦比则认为，中国市场从来都不是
中高端消费新增长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 扩大进口空间。”中国对消费升级的鼓励，让很
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整体，其内部也充满着丰富
土耳其寇琦大学商学院顾问奥克塔伊·法提赫对
和多元性。因此，他们在中国不同区域设立了 5
多已经抢先布局的企业感到更有信心。
本报记者说，对于世界经济和全球企业来说，更
“中国关于进一步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政策、 个办公室，用来具体分析不同市场的需求，提供
值得期待的是中国市场下一步会有怎样的发展。
最契合的产品和服务。同样让他充满信心的是，
促进中高端消费发展的明确信号，让我们备受鼓
“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
舞。”丹麦乐高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曲线的不断上移，中国消费
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在首届进博
者对安全、高品质产品的诉求在不断增加，这对
黄国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拥有庞
会上，中国对世界宣布。
一向主打品牌和品质的澳大利亚产品是利好。”
大的教育市场，中国父母认为创造力、沟通能力
这 积 极 的 信 号 让 人 们 看 到 了 潜 力 和 空 间 。 和自信心是 21 世纪最为重要的技能。乐高的教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主席约翰·布伦比给
育解决方案则涵盖从科学到人文的各个领域。
高水平开放包容世界厂商
本报记者举了个例子，目前中国人到过澳大利 “预计到 2019 年底，乐高将在超过 30 个城市拥有
亚的占比还不高，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增加、中
约 140 家品牌零售店，2019 年初将在北京开设新
等收入群体壮大，未来中国人到澳大利亚的比
的品牌旗舰店。”
不仅有巨大规模和升级态势，在首届进博会
例进一步提升，这对旅游、教育等相关行业都
于旭波则用“三个盒子”来说明中国市场对消
上，中国进一步宣布了市场开放举措——“中国
是巨大的机会。
费升级的需求。他介绍，今天，一个中国家庭至少
正在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服务业开
约翰·布伦比介绍，本次进博会，仅澳大利
要有三种面粉盒子，分别用来盛放做馒头、面条、 放，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加快电

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
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
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中国正在加速开放。”杰伊·利比说，近些
年，我们看到中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不
断缩减，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也有了时间表，
可以说，中国在用行动表明对国际贸易和开放
的重视。中国许多领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开放
水 平 ， 其 他 领 域 也 正 迎 头 赶 上 。“ 这 次 进 博 会
上，中国再一次向世界释放出不断开放经济的
信号，比如教育、医疗、文化、电信等领域，
这对我们所服务的许多企业来说，将带来长远
的益处。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更多服务行业走
进来，这也会给安永带来更健康的竞争环境和
更多的机遇。”他说。
日本欧姆龙集团董事长立石文雄对本报记
者表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推动建设
开放性世界经济的举措，不仅有力促进了自身
发展，更能为世界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作为全
球知名的自动化控制及电子设备制造厂商，欧
姆龙非常重视中国市场，因此非常乐意看到中
国政府如此重视进博会、坚定不移地扩大改革开
放的种种举措。
“我们很想扩大生意、提升贸易。”斯里兰卡
曼斯纳 （锡兰） 有限公司董事比兰德拉·佩雷拉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每一个人都会喜欢开
放带来的机遇，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企业的未
来很有利。对于很多公司来说，自身优质产品认
知度低是个棘手的问题，虽然建立知名度并不容
易，但我们愿意为此而努力。好在进博会提供了
这样的机会，并给予大家更多的信心。
在进博会现场，更多围绕中国市场的故事
正在展开。参展商和采购商围桌洽谈的场景随处
可见；从几百万到上百亿的订单合同消息频频传
来 …… 但 这 还 只 是 开 始 。 正 如 约 翰·布 伦 比 所
说，进博会为人们创造了联系，在这里他们相
会、洽谈，也相信更多的后续接洽、合作将展
开，更多的人流、物流、商流由此拉动。“在当
今的世界环境下，开放是对世界最好的。”他说。

◀现代展位的 i20
20WRC
WRC 赛车
赛车。
。
新华社记者 张誉东
张誉东摄
摄

▼进博会上的 AI 技术展示
技术展示。
。
◀进博会食品及农产
品展区上，参展人员制作
“金茶王”港式奶茶。
新华社记者 殷 刚摄

▲牙买加的蓝山咖啡。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欧莱雅的美妆机器人
欧莱雅的美妆机器人。
。 翁奇羽
翁奇羽摄
摄 （人民视觉
人民视觉）
）

宋春雨摄
宋春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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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飛機上藍天
【本報訊/ 鄧潤京】 11 月 5 日，記者一行人來到位於 45 號州際公路北的
康羅市的機場（Conroe-North Houston International Airport）。采訪了陳納德將軍
飛虎隊飛行學院（General Chennault Flying Tiger Academy）的兩位主要負責人。
同時，記者駕駛該校的一架單引擎、下單翼、前三角鼻輪、四座位的小型飛機，飛
上藍天過了一把癮。
該學院的飛行總教官羅夫謀（Mo Rolfs）接受采訪時，回顧了他開飛機的歷史
。他第一次駕駛飛機是 16 歲，到現在算起來已經有 42 年了。當時是在他叔叔的飛
機修理車間學飛行。後來上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飛行學院，其後加入了美國空軍並服
役了 24 年。期間駕駛過 F-16 戰鬥機。退役後，在航空公司做過 4 年，又接受飛行
教官的培訓並到證書。曾先後在三個不同的飛行學校裏執教。
3 年之前他認識了王先華。 兩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就是用陳納德將軍飛
記者坐在駕駛位置上做起飛前的準備。
記者坐在駕駛位置上做起飛前的準備
。
虎隊的精神來培養中國來的飛行員。希望有更多的
中國學生、中國的飛行員到美國來訓練。 在整個美
國航空業界，有 93%的人是白人。另外 7%是少數
民族或者是婦女。他們希望改變這種狀況，在美國
商業飛行中出現更多的少數族裔，特別是希望亞洲
人能夠盡量進入美國的航空業界-----這樣一個高
薪水的行業。
羅夫謀（Mo Rolfs）認為開飛機也是件很好玩
的事情，就像今天記者一樣，來過把癮，做個遊戲
。
談到招生問題，羅夫謀（Mo Rolfs） 對於新來
的飛行學員，有幾句囑托。他說，每個人都可以學
飛行。飛行這件事並不像想象中那樣困難。對於學
員來講，你需要安排出時間，也需要花點學費。在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總教官羅夫謀（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總教官羅夫謀
（Mo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總教官羅夫謀（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總教官羅夫謀
（Mo Rolfs）
Rolfs） 對中國來的飛行學
此情況下飛行學院可以給你提供訓練。
Rolfs）
）接受采訪
接受采訪。
。
員說，
員說
，不要因為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夠好而放棄了飛行的樂趣
不要因為擔心自己的英文不夠好而放棄了飛行的樂趣。
。
羅夫謀說，關鍵是學員對自己的人生是怎麼設 Rolfs
計的。有規劃，有想法，有態度，才好有行動。
特別針對中國來的飛行學員，羅夫謀說，不要
讓你的英文程度成為攔路虎。 在整個訓練過程中，
我們有提高英文水準的課程。這些課程可以到 Sam
Houston 學院或者 Lone Star 學院這樣正規的學院完
成系統英文的學習。同時，在我們的飛行學院裏邊
，設有專門的航空英文語言的訓練。掌握了航空英
文，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個機場的塔台聯絡，不
管那個機場是否處於英語系國家。
所以說，學飛行沒有太大困難。關鍵是你是否
有決心。
學習飛行安全嗎？羅夫謀說，開飛機實際上比
在公路上開車更加安全。去年一年，在我們德州的
高速公路是上因死車禍死亡人數是 3000 多人。而因
駕駛飛機失事的死亡人數是零。形象地說，你在 45
號州際公路上開車，要比我們在 45 號公路的上空練
習飛機駕駛危險的多。
美南國際電視台的總導演王學新（
美南國際電視台的總導演王學新
（左）訪問陳納德將軍飛虎隊
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院長王先華在接受
駕駛飛機上藍天。
駕駛飛機上藍天
。
飛行學院院長王先華。
飛行學院院長王先華
。
采訪時表示，該學院可以頒發兩種證書，商業航空
可以看出這一點。持有美國的商業航空執照只要辦個轉換手續，就可以在中國開飛機。這和汽車
的駕駛執照和教官證。之後就可以在兩個不同的地方申請就業。商業航空執照需要有大量的飛行
駕駛執照完全不一樣。
小時作為必備條件，而教官證為積累飛行小時提供方便。
王院長多年來為陳納德基金會捐款。陳納德飛虎隊的精神需要後人不斷傳承和發揚。在中美
王先華院長說，中國同學可以用 F1 簽證到美國的普通高校上學，同時來飛行學院接受飛行訓
兩國關系處於很微妙的當下，王院長反覆強調陳納德將軍在 1949 年講過的話。陳納德將軍在當時
練。當拿到教官證之後，可以在飛行學院輔導新學員。一邊上學，一邊掙錢。
寫的一本書的最後一頁這樣寫道：在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偉大民族，有著同一個奮鬥目
王院長說，美國飛行員的培養，只有兩條途徑。航校或空軍。美國培養的飛行員是非常國際
標-------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
化的。美國的商業航空執照可以在世界航空聯盟組織認可的任何國家就業。美國是最早發展航空
王先華院長和總教官羅夫謀歡迎大家到陳納德將軍飛虎隊飛行學院來學開飛機，不管是為了
業的國家，也是最成熟的航空大國。其他國家認為沒必要另外制定一套航空標準，那麼就直接用
職業生涯還是為了休閑娛樂，都歡迎。
美國標準好了。目前中國商用的航空規範，也是照搬美國的這套規範。從飛機的機身號碼編排就

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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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落下帷幕

攝影：
攝影
：天展
[文：石祥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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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8 年 10 月 27
日晚 10 點在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HBU)
的 Belin Chapel 音樂廳隆重落下帷幕。
樊豫珍老師，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
戲曲家協會會員, 從小學習音樂和戲曲，長期從
事專業演出和聲樂教學工作，有著豐富的舞臺
演出和教學經驗，是休斯頓乃至美南地區最有
影響力的聲樂藝術家之一。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經過十多年的辛勤耕
耘，樊老師的教學成果已經家喻戶曉，樊老師
的學生更是桃李滿天下，他們中的許多優秀歌

樊老師致辭

手紛紛活躍在休斯頓大大小小的舞臺，豐富了
華人社區的文化娛樂生活！值得一提的是，為
表彰樊老師多年以來對休斯頓華人社區的卓越
貢獻，休斯頓市長剛剛宣布 10/27/2018 為“樊
豫珍日”！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總校校長唐藝傑、中
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僑務組組長葛明東先後致開
幕詞。唐藝傑校長感謝樊老師在華夏的十二年
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歌唱愛好者，並贊揚樊
老師為華夏中文學校最好的老師之一。對樊老
師在參加僑界國慶升旗典禮、國慶晚宴、總領
館舉辦的招待會等活動中的貢獻，葛組長代表

龍的傳人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以及李強民總領事向樊老
師致以衷心的感謝！
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以一曲
大型歌舞“春天的芭蕾”正式拉開了帷幕。
兒童少年班的同學率先閃亮登場, 他們精心
設計的服裝先聲奪人，大氣但不失童真，讓舞
臺立即蓬蓽生輝、星光燦爛！他們歌曲、 舞蹈
、武術等全面結合, 贏得了現場觀眾雷鳴般的掌
聲! 在樊老師的辛勤指導下，這些孩子們都展示
了良好的歌唱水平和嫻熟的舞臺駕馭能力。
緊接著, 成人班的同學延續精彩, 先後為現
場觀眾奉獻了 30 多首不同組合、不同風格的獨

唱和合唱, 並伴隨自彈自唱、樂隊伴奏、舞蹈伴
奏等多種藝術形式. 經過一學年的學習，同學們
的演唱方法、演唱技巧、以及舞臺駕馭能力都
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每首歌曲都贏得了現場觀
眾的掌聲和肯定!
晚 10 點, 樊老師親自登場為現場觀眾奉獻
壓軸節目《親吻祖國》和京劇聯唱《迎來春色
換人間+今日痛飲慶功酒》, 將演唱會推向高潮
。全體學生登上舞臺，向老師獻花，表達最衷
心的感謝！樊豫珍音樂教室第十屆學生演唱會
在鮮花和掌聲中隆重落下帷幕。

煙花三月煙花三月
-茉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