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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代理Viking/Globus遊輪Gate1旅遊 廉价机票

$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折扣高達
25%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170 中國簽證

買一送一：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2018年裁員人數最
多的公司！
紐約禁止未接種麻

疹 疫苗的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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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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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夏天木材運營商實現創紀錄的
利潤後，木材商表示，新房建設放緩，以及本
季度木材供應過剩，都預示著采伐後的原木
和木材產品價格可能會下降。但許多人表示
，他們仍然對收穫的原木和木材市場在春季
將保持穩定抱有希望。

加州木材經營者說，一年前的這個時候
，市場充滿了力量和樂觀情緒，很多業務來
自新房建設，導致對原木和木材產品的需求
增加。

新建房屋是美國國內木材價格的一個
主要指標，加州林業協會副會長布林克(Ste-

ven Brink)說，去年秋
季和初冬房屋開工率
下降。這導致了木材價
格的下降，儘管房屋價
格略有反彈。

從價格看，黃松和
糖松的價值保持還好，
每千板英尺(mbf)只下
跌了25美元左右。然而
，白杉木和道格拉斯冷
杉的產量急劇下降，從
570 美元/板英尺降至
410美元/板英尺。

韋伯表示，由于新屋建設具有很強的周
期性，"市場有一種泡沫即將破裂的感覺，因
此人們對泡沫破裂的預期只有一半。"此外，
伐木者和鋸木廠老闆面臨著另一個季節，他
們的工作重點是清除森林大火中燃燒的木
材，這也包括解决蛀木蟲的侵擾。

在加州，林業局的木材銷售量從2017年
的2.54億板英尺(mmbf)上升到2018年的3.55
億板英尺(mmbf)。這一增加是由于林業局對局對

國家環境政策法的遵守使用了明確的國家環境政策法的遵守使用了明確的除外
責任;按照規定指定樹木，而不是標明個別樹
木;越來越多地利用合作夥伴，通過睦鄰權威
和主管理協議開展森林服務工作。這些工具
大大提高了林業局更有效地完成項目的能
力。

韋伯說，木材市場上大量回收原木的涌
入“會打壓市場的其他部分，因為突然間大
量木材的涌入會降低價格。”
(取材美房吧)

美國房產建設影響美國房產建設影響美國房產建設影響201920192019年木材行業年木材行業年木材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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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房地產投資這個標題，你首先想到的就是買賣實物的
房子。其實，房地產投資也可以象股票、證券、期貨一樣地交
易。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房地產已經成了一種越來越受歡迎的
投資工具。本文將由淺入深地向您介紹房地產投資的常見方法
，如何操作及各種方法的優缺點。

一、基本租賃物業
（Basic Rental Properties）

這是一種一目了然的投資方法，就是投資人賣下房產，然
後出租出去，靠租金盈利。投資人（房東）得負責房貸，稅金
和房產的維護等。最理想的狀態是，租金能支付所有以上提到
的開支還有盈餘，但基本的租金定價原則還是只要能與開支打
平即可。因為很多時候欲速則不達，過高的租金會嚇跑租客。
這種投資方法需要耐心，基本的盈利來自于當房貸付完後，租
金的大部分就成了純利潤。另外，房產增值也會給投資者帶來
額外的利益。

投資者必須要對目標市場非常瞭解，並作充分研究。由于
主要的利潤來源是租金，因此房產的位置和市場租金就成為考
慮投資的最重要因素。就位置而言，靠學校近的房子是很好的
選擇。北美的大學生除了第一年外，大都需要在學校周圍租房
居住。因此學校周圍的物業就能給你帶來源源不斷的租客。除
了學校，臨近大的商業中心，大公司等也是很好的選擇。

當然，這種投資方法也有一些風險。最大的風險是租客不
足或乾脆沒有租客，其次是碰上了壞租客。北美的法律會使你
對那些不付房租的房客束手無策，如果他們有什麼你不可以趕
走他們的正當理由，如失業，生病等的話。碰到這些情況，你
就會面臨負資金流的問題。

另外，出租物業的管理也是一個麻煩事。廁所堵了，屋頂
漏了……諸如此類事總是層出不窮，可能你會在睡夢中被叫醒
去掏糞，或在游輪上接到房子起火了的消息，總之，你必須為
此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時間，有時很掃興甚至如逢雷劈。假如你
不想這些麻煩而去雇專人或委托管理公司做。

二、房地產投機置換
（Real Estate Trading）

這類投資者也買房子，但其目的與前述的那類截然不同。
投資者買下房產後只做短期的持有，通常不超過3-4個月，然
後賣出以買賣的差價盈利。這種投資策略有時被稱為“投機”
（Flipping），通常用于那些在熱門地點因某些原因估值明顯

偏低的房產（如
拍賣房，無繼承
人的遺產房等）
。

純粹的投機
者對用于投機的
房產不作任何的
投入改進。他們
看中的房產需要
本身具有無需改
進就有的升值特

點，否則不會去考慮。要做這樣的
投機者需要有很高的投資技巧，很
強大的信息源，很多時候是可遇不
可求的。

多數的情況是，投資者買下較
便宜，但本身有些缺陷的房產，
經過重新裝修，包裝後使之具有了
增加的價值，再出售盈利。

這類投資的風險是，投機者必
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將物業出手，而
且通常一次只能做一個物業。由于
這類物業很難得到正常貸款，常常
需要使用現金或高利率貸款。一旦
短期內無法出手，那就會造成投資
者持續虧損，甚至破產。

三、房產投資集團
（Real Estate Investment Groups）

房產投資集團（以下簡稱房團）可以說是房產租賃方面的
小共同基金（Mutual fund）.如果你想做房產租賃，但又想省
去當房東的麻煩，那麼房團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

某個公司會買下或建設一系列的房子，通常是公寓樓。投
資者可以通過該公司買入一個或多個房產，多個投資者自願成
立房團。雖然投資者擁有他買下的房產，但一切管理維護，招
客趕客收房租事宜都由公司承擔。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租金作
為報酬。

房團的形式有好多種，最標準的一種形式是：一個房團的
投資者把所有他們擁有的房產單元混合以房團的名義出租房子
，根據扣去管理費後的總收入和每個投資者的份額決定每個投
資人能得到的月租金收入。這樣做能對沖由于某些房子未能租
出帶給其 主人的風險，比如某個房東某月房子未能租出，他
仍能得到由房團總收入所決定的他的一份，當然以後別人的房
子沒租出，他也要貢獻本來屬於自己的一部分給那個人。

從理論上來講，房團是一種較為安全的房地產投資方法。
但就和其它的共同基金投資方法一樣，房團也面臨著共同基金
管理費引起的挑戰。另外，和第一類投資一樣，出租率和租金
是影響房團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所處管理公司的工作質量也
對房團盈利有很大的影響。

四、房產有限合夥人
（Real Estate limited Partnerships，以下簡稱RELP）

RELP的概念是：因為購買和擁有一個或一組房產而組成
的，短期存在的實體。通常由一個經驗豐富的物產管理或發展
公司擔任總合夥人（General partner）, 外來投資者則通過向
該房地產項目（通常是建造或更新房產的項目）提供資金，而
成為擁有股份的有限合夥人（Limited partner）。有限合夥人
會收到來自于該RELP運作利潤的紅利， 但其最主要的收入來
自于當該RELP被最後完整出售時所得到的分成。當RELP被出
售之日，也就是其解散之時。

RELP允許投資者無需直接參與項目的管理，甚至不必擁

有房產，而只需通過資金投入參股。但與股票不同的是，這種
形式屬於非流動性投資，投資者通常需要等到項目結束，該實
體出售解散時才能移出現金。

五、房產投資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以下簡稱房投或REIT）

華爾街還是想出了辦法，把不動產變成了一種象股票一樣
可流動的投資方式，這就是REIT. 所謂房投是一個信托基金
（Trust），以管理投資者的錢用于購買，經營和售賣某個具
有盈利能力的房產。房投象股票一樣可以在各交易所買賣和轉
換。按有關規定，為了維持基金的身份，其90%的課稅利潤需
以紅利的方式返回股東，這樣它就是個基金而不是公司，可以
免交高額的公司稅。

房投不但能使投資者和常規的股票一樣得到股利，還能得
到由于房產增值產生的利潤。房投僅限于投資在非住宅地產，
如商鋪，醫院和辦公樓等。相比于前面提到的幾種投資方法，
房投的特點是，它是一種高度流動性的投資，需要現金時可以
隨時通過交易所變現。

六、房產共同基金（Real Estate Mutual
Funds,以下簡稱房基）

房產共同基金和其它共同基金在形式和運行方式上沒有什
麼不同，只不過它主要投資于REIT和房地產有關公司股票。
這與證券交易更接近了，只是投資者需要更多瞭
解房地產方面的知識和消息。

房基也是一種高度流動性的投資方式。
對于普通散戶投資者而言，房基的另一個優
點是它具有大量信息供投資者參考，也有更
多選擇。投資者可以通過采用多點投資等戰
略以降低風險，提高收益。證券交易的高手
在這裏更可以觸類旁通，游刃有餘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產投資都有哪些賺錢渠道美國房產投資都有哪些賺錢渠道？？
不僅僅只有出租不僅僅只有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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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朋友在看房過程中，往往會希望瞭解所看的房屋以後
需要多少錢裝修，這也直接影響房子的出價。如果一個房子看
似很便宜，但未來需要付出很大一筆裝修開支，那實際價值可
能並不一定比稍微貴一點但可以馬上入住的房子來得划算。所
以如何預估房屋裝修費用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對于普通民眾，可能無法做到像專業人員那樣估計準確，
但通過以下幾個方法，你也能成為一個半專業的人士。

類似裝修對比法
這可能是最簡單快速的裝修預算方法。你可以通過詢問裝

修過的朋友，網絡查詢瞭解大致相同面積的房子別人所花的費
用。

這種方法的好處是簡單快速，但精確程度較差。因為即使
年份和大小差不多的房子，由于裝修方案的不同，可能成本上
有很大的區別。

列表計算法
若你有稍微充足一點的時間，不妨可以選用列表計算法。

當你進入房子以後，準備紙筆，逐一記錄下每個你希望裝修的
小點。比如更換地板，更換浴缸，廚櫃更換，浴室鋪瓷磚等等
。然後回家後在每個項目後面進行估算，最後得出一個總價範
圍。

草圖諮詢法
能讓工程師或施工隊親臨現場估計肯定是最保險的辦法瞭

解裝修預算。但有時候工程師或施工隊的時間與看房時間衝突

，不一定能恰巧預約上。所以有一種
更加簡易的方法既不需遷就工程師或
施工隊的時間，又可以讓他們參與估
價，這就是草圖諮詢法。

你可以自己把房屋的每層大致布
局和尺寸畫一個草圖，表明尺寸，數
量。然後把有尺寸的草圖發給專業工
程師或施工隊估價。專業人士可以根
據你提供的草圖瞭解到要換多少大小
的地板，需要拆除的墻有多長；有多
大面積需要油漆等等具體信息。有了
這些信息，專業人士就可以初步估計
用料多少，工人的工作需要時間等等
，給出報價。

下面就列出一些裝修中花銷比較
大的幾塊，讓大家有所瞭解和注意，
這幾塊基本上占了總裝修費用的一半
以上：

更換熱水爐和鍋爐
在購房的時候，建議要看一下鍋爐和熱水爐的年頭，一般

熱水爐的壽命在10年左右，鍋爐的壽命可能達到15年, 如果房
子裏的這兩件設備已經到了這個年紀，可能就要考慮更換。通
常鍋爐的更換的費用都要在$7000以上，熱水器的更換都要在
$1200以上。所以如果同時更換這兩件東西，很有可能會花上
萬的費用。

屋頂翻修
更換屋頂通常也是一個不小的費用，但新屋頂不但能使你

房子的外觀改善而使房子升值，同時也可以解決一些屋頂漏水
，閣樓潮濕的問題。

屋頂的材料不同價格也不一樣，通常最常見的是瀝青瓦材
料，壽命大概在20年左右，價格也相對便宜，而磚瓦屋頂或
石板瓦屋頂相對價格就會高很多，壽命會在50年以上。翻修
屋頂價格還有一個因素是屋頂的坡度。有些屋頂非常陡，無法
放置任何建築材料和工具，甚至工人無法行走。這樣的屋頂每
次施工就非常麻煩，增加施工的時間和難度，自然價格就比平
的屋頂更換要來得貴。

通常更換普通1500平方尺左右的瀝青屋頂都可能要花上
$7000以上，有時可能要$15000以上。

廚房，廁所翻修
廚房、廁所翻修可能是個無底洞，但好的廚房和廁所對房

屋價值有巨大的提升左右。有人甚至說＂房子能賣多少價格，
50％取絕于廚房和廁所＂。用哪種櫥櫃，地磚，檯面, 浴缸都
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通常廚房翻修開銷有從$8000到$25000不等，廁所翻修從
$2000到$7000不等，高檔的廚房廁所翻修可以花上5萬,10萬
以上的都可能。

地板更換
這又是一個會使房屋增值的項目，地板的花銷也根據材料

的不同大相徑庭。現在比較經濟實惠的強化地板，雖然沒有實
木地板那種100％純天然的感覺，但價格便宜，而且可以用于
實木地板不太擅長的濕氣大的區域。

壽命方面，一般實木地板保養完好的話可以終身使用，而
強化地板一般只能達到幾十年的壽命。費用方面，更換1000
平方尺強化地板大概花費在１萬以內，而實木地板則根據不同
木料差別很大。

石棉處理
在紐約市，在1987年以前建的房子都需要做石棉報告。

法律規定，如果房子有石棉發現，必須雇傭執照石棉處理公司
去處理。石棉處理的費用非常昂貴，動不動就上萬。所以我們
在設計施工時候往往會建議，如果房中發現有石棉的區域，盡
可能不要去動。如果本來計劃要拆除或穿洞那些區域，就想辦
法改變設計方案，節省預算。

更換窗門
更換窗門也是一個不小的費用。因為一般的房子都有數量

不小的門窗。所有一個房子十幾個門窗都要更換也會花費５，
６千或更多。

垃圾移除
別忽視了這個隱藏的費用。我們在裝修過程中往往要清理

不少垃圾。而在紐約，建築垃圾的清理也是一筆費用。這裏的
垃圾車一般有容量為20 Yard和30 Yard兩種。一車垃圾可能
就要花費７，８百塊。所以房子內部拆除的東西多的話，很有
可能垃圾費用就要３，４千開銷。

圖紙申請和樓宇局報批費用
最後別忘記，在開工裝修之前還得畫圖和報批才能得到開

工許可。如果沒有開工許可開工，將會遭到樓宇局的罰單，罰
款和停工令，並記錄在案，對以後出售房產帶來影響。這個費
用大約又會花費３，４千到５，６千不等。（文章來源：美房
吧）

美國買房教你輕鬆估算房子裝修成本美國買房教你輕鬆估算房子裝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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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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木地板，櫥房花崗石臺面,  近購物中 
    心，交通方便。 僅售 $398,000.
3.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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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000.  可立即入住.
4.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3浴，二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
     僅售 $179,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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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商業: 近醫學中心, 新裝診所出租,距醫學中心10分鐘,5435平方尺,$1.8/平方尺/月,(NNN), 13個獨立
     診室,2個公共區域.現有新診椅等設備可議出租或出售.聯系:832-768-7068; 或832-860-5898.
7.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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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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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並非易事，且不同的
房地產市場競爭程度也不同。美國網
貸平臺LendingTree最新數據顯示，
在美國西部買房，競爭尤為激烈。

財經網站 CNBC 報導，Lending-
Tree 網站表示：“在前十大買房競爭
最激烈的城市中，只有兩個，聖路易斯
和波士頓，不在美國西部。在俄勒岡
州、舊金山和西雅圖等地，高薪技術工
作機會多，可能提高這些西部城市的
房市競爭力。”

在最具競爭力的城市，計劃買房
的人需要和其他預先獲批抵押貸款、
具有良好信用評分、並能夠提供高額
首付款的買家競爭。

有趣的是，買房最困難的地方房
價不一定最貴。根據Zillow的數據，全
美買房最困難的丹佛市房價中位數為
459,900美元，雖遠高于275,000美元
的全國中位數，但仍遠低于紐約和舊
金山等昂貴房地產市場的房價中位數
。

其它買房競爭激烈的城市房價甚
至更便宜：在密蘇裏州的聖路易斯，房
價中位數為145,000美元，買房困難排
名第6位。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的房
價中位數為124,000美元，買房困難排

名第10。
這意味著，即使在更加經濟適用

的住房市場，購買房屋仍具有挑戰性。
在以下15個美國房地產市場，買

房競爭最激烈。

1.科羅拉多州丹佛市（Denver, Colora-
do）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6
平均首付：16%
房價中位數：459,900美元

2.加州洛杉磯（Los Angeles, California
）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5
平均首付：17%
房價中位數：799,250美元

3.俄勒岡州波特蘭市（Portland, Ore-
gon）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7
平均首付：15%
房價中位數：449,900美元

4.加州舊金山（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9
平均首付：17%
房價中位數：130萬美元

5.加州聖荷西（San Jose, California）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65
平均首付：19%
房價中位數：939,000美元

6.密蘇裏州聖路易斯（St. Louis, Mis-
souri）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4
平均首付：15%
房價中位數：145,000美元

7.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Las Vegas,
Nevada）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2
平均首付：14%
房價中位數：299,900美元

8.華盛頓州西雅圖市（Seattle, Wash-
ington）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65
平均首付：19%
房價中位數：689,950美元

9.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市（Sacra-
mento, California）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0
平均首付：15%
房價中位數：312,650美元

10.馬薩諸塞州波士頓（Boston, Massa-
chusetts）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7
平均首付：16%
房價中位數：699,900美元

11.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Min-
neapolis, Minnesota）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8
平均首付：14%
房價中位數：300,000美元

12.亞利桑那州鳳凰城（Phoenix, Arizo-
na）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48
平均首付：15%
房價中位數：275,000美元

13.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Milwau-
kee, Wisconsin）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52
平均首付：14%
房價中位數：124,900美元

14.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San Anto-
nio, Texas）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5
平均首付：14%
房價中位數：239,990美元

15. 紐 約 州 紐 約 市（New York, New
York）
擁有良好或優秀信用的買家百分比：
58
平均首付：17%
房價中位數：829,000美元
文章來源：美國新聞

在美國買房競爭激烈在美國買房競爭激烈,,這這1515個城市尤為不易個城市尤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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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起看看2019年美國房產的變化趨勢，為您的新一年投
資指導方向。

美國經濟總體情況
看數據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國GDP環比增速達到4.1%，創近期新
高。本輪經濟的擴張已經保持了110個月的增長。(見圖一)

看預期
美聯儲會議對美國經濟保持樂觀，用“強勁”二字來形容美

國經濟增速，此次會議删掉了聲明中的穩健增長說辭。此輪美國
經濟擴張有望打破歷史最長記錄。此次聲明中強調了經濟活動、
就業市場、家庭支出和商業固定投資基本面強勁，預計進一步循
序漸進加息。

房地產的情況
看房價趨勢

美國整體的房價走勢，過去十年裏漲了15%。全美NAHB房
地產市場指數一直遠高于50的基準分界線，也表明了開發商對
未來預期較好，或會增加房地產投入。從當前的數據指標來看，
美國經濟在2019年上半年預計仍會延續當前的強勁勢頭。

看人口結構

美國總人口持續顯著攀升，其中年輕人與老
年人的增長值得關注。

買房主力人口在提升
在1981年到1996年期間出生的人，25-44歲

的人口自2011年起轉跌為升。這個年齡段的人群
是房地產市場購房的主要年齡層，具有購房潛力
，結合持續的低失業率，這個年齡段的青年就業
人口不斷增多及收入的增加，美國房地產市場的
購房需求預計將會進一步擴大。(見圖二)

人口老齡化帶來“銀髮紅利”
自2000年以來，65歲以上人口就一直處于

穩步增長狀態。截至2017，美國65歲以上老齡化
人口已達到4924萬，人口的老齡化也為養老類地產提供了發展
契機，該市場也預計成為主流地產開發項目之一。(見圖三)

綜上來看，美國近期宏觀經濟表現向好，但在全球整體不確
定的大環境下，找出未來最有升值空間的地產板塊，才能讓投資
人在有賺頭的同時也更有抗風險的能力。

結合美國經濟、市場環境與人口結構，我們可以做出以下3
大預言：

學生公寓-巨大潛力
學生公寓是典型的抗周期地產類別，原因是無論在經濟周

期的什麼階段，學生數量是不受影響的，海外不斷到美國去留學
的留學生，這些年只增不減。而學生公寓的長期需求和學生數量
密切相關，留學學生人數的綜合變化也自然成為學生公寓需求

的决定性因素。
考慮到學生公寓是一類安全穩定的創收

型資產，學生公寓實際是抗周期行業細分中
非常好的投資類別，與經濟關聯度小，安全穩
定。學生公寓地產不僅為投資多元化提供了
機會，也能避免傳統高價資產領域的激烈競
爭。如果擔心經濟周期的動蕩，學生公寓的可
預期性正是不確定中可以找到的確定。

養老地產-漸成主流
“ 嬰 兒 潮 ”一 代 指 的 是

1946-1964年出生的一代人，在
享受了美國經濟繁榮的紅利後
，這5000萬“不服老”的群體也
開始進入退休期。

目前65歲人口已占美國
整體人口數接近16%，以這一
代人的特點以及富足程度，意
味著未來需要更多更好的養老
設施來提供廣泛的服與幫助。
養老問題也逐漸成為美國最為
關心的問題之一。

在此情況下，即便是在頻繁波動的市場背景下，人口結構决
定了養老地產的周期性特徵仍是較弱的，最吸引投資者的還是
該領域的長期受益流以及支撐該領域增長的人口結構發展趨勢
。

今後20年中，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不斷上漲，如此龐大的
人群是一個超級大的市場，前景可觀。

物流地產-大勢所趨
自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就已逐步推廣供應鏈管理的思想，

物流地產作為整個物流供應鏈中的周轉物流環節，也在地產行
業細分領域裏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在前幾年國內雙十一爆倉的時候，美國電商在感恩節，黑色
星期五這些購物大打折的節日裏卻能有序進行，美國各大電商
的快遞配送速度提升的背後，是物流倉儲配套體系的升級。
由于網購的無處不在，物流地產離我們並不遙遠。隨著技術的衝
擊以及消費者購物方式發生改變，倉儲空間需求與日俱增。

所以零售商家需要在人口中心附近設置更多倉儲空間來滿
足需求。而在零售物業租金相對較高的

情況下，需要依賴倉儲來儲存大量庫存。除此之外，人口的
增長也會對供應鏈施壓，進而轉化為對物流地產的需求。
(取材網路)

美國房產情況與預言美國房產情況與預言

圖二

圖三

圖一

美國地產美國地產美國地產美國地產2019201920192019年趨勢年趨勢年趨勢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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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乍到入境隨俗
美國生活須知

1.夜間儘量不要乘地鐵
紐約的地下鐵道極為髒亂，夜間更

成為黑社會成員聚集之地。吸毒犯、盜
竊犯、流氓、販毒者齊集於此，氣氛令
人不寒而慄。如果對此不在意，那麼出
事之後，紐約的警官不但不會同情你，
可能還要責怪你：“夜間乘地鐵，不等
於在鱷魚聚集的水中游泳嗎?出了錯，
責任在於你自己。”
2.不要稱呼黑人為Negro

Negro是英語“黑人”的意思，尤指從
非洲販賣到美國為奴的黑人。所以在
美國千萬不要把黑人稱作Negro，跟白
人交談如此，跟黑人交談更如此。否則
，黑人會感到你對他的蔑視。說到黑人
，最好用Black一詞，黑人對這個稱呼會
坦然接受。
3.勿隨意搭便車

在美國旅行，切不可隨意搭便車，這
是由於美國社會治安情況造成的。有
些歹徒看到路邊步行的女性，就主動
停車，殷勤要求送上一程。如果誤以為
他是好意，無異於羊送虎口。碰到這種
情況，最好還是冷言拒絕，不要多加搭
訕。不僅如此，遇到要求搭便車的人也

不要輕易答應。應為有些歹徒、包括年
輕姑娘，專門等候搭乘便車，上車後以
威脅等手段詐取錢財。
4.謙虛並非美德

中國人視謙虛為美德，但是美國人
卻把過謙視為虛偽的代名詞。如果一
個能操流利英語的人自謙說英語講得
不好，接著又說出一口流暢的英語，美
國人便會認為他撒了謊，是個口是心
非、裝腔作勢的人。所以，同美國人交
往，應該大膽說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是
一，有十是十。不必謙虛客氣，否則反
而事與願違。
5.同陌生人打招呼

我們在路上、電梯內或走廊裡，常常
與迎面走來的人打照面，目光相遇，這
時美國人的習慣是用目光致意。不可
立刻把視線移開，或把臉扭向一邊，佯
裝不見。只有對不順眼和不屑一顧的
人才這樣做。美國人清晨漫步街道時，
若碰到擦身而過的人，會習慣地說一
聲“早上好”。當然，在行人較多的街道
上，不必對所有擦肩而過的人都以目
光致意或打招呼。
6.交談時的話題

參加美國人的
聚會時，切莫只談
自己最關心最拿手
的話題。談論只有
自己熟悉的話題，
會使其他人難堪，
產生反感。談論個
人業務上的事，加
以賣弄，也會使其
他人感到你視野狹
窄，除了本行之外
一竅不通。

在談話間，應該
尋找眾人同感興趣
的話題。醫生可以
大談文學，科學家
暢談音樂，教育家
講述旅行見聞，使
整個聚會充滿輕鬆
氣氛。應該注意的
是，基督徒視自殺
為罪惡，在美國，

“自殺”這個話題不
受歡迎，不論何時何地少談為妙。
7.別忘了問候孩子

美國人講究大人、孩子一律平等。到
美國人家中做客，他們的孩子也一定
出來見客，打個招呼。這時，千萬不要
只顧大人冷落了孩子。那樣勢必使他
們的父母不愉快。跟小孩子打招呼，可
以握握手或親親臉，如果小孩子親了
你的險，你也一定要親親他的臉。
8.同性不能一起跳舞

同性不能雙雙起舞，這是美國公認
的社交禮儀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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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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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不能隨便說I am sorry

I am sorry和Excuse me都是“抱歉”、
“對不起”的意思，但I am sorry語氣較
重，表示承認自己有過失或錯誤。如果
為了客氣而輕易出口，常會被對方抓
住把柄，追究實際不屬於你的責任。到
時只有“啞巴吃黃連”，因為一句“對不

起”已經承認自己有錯。又如何改口呢?
11.記得在有些場合準備小費

在美國，給小費是一種習慣，因此，
從國內去美國的朋友一定得注意了，
或許你不知道需不需要給，那你看看
別人，效仿就行，至於數目，其實一般
不多，1-10刀也就差不多了。當然還有
酒店，飯店之類，一般都是需要給小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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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喝茶之道

美國人喝茶的習氣是由歐洲移民帶
去的，雖美國人喝茶沒有歐洲人多，但
喝茶方法卻與歐洲大體相仿。美國喝

茶有清飲與調飲兩種，大多喜愛在茶
內參加檸檬、糖及冰塊等添加劑。不過
，美國畢竟是個年青的國家，所以喝茶

沒有歐洲那麼考究。加之美國人生活
節奏很快，喜愛方便快捷的喝茶方法，
故以冰茶、速溶茶和水罐頭為主。美國
人很喜愛中國茶，中美之間茶的交易
幾乎是伴跟著美國這個國家的誕生而
同步開端。

美國地處北美洲中部，當地喝茶，18
世紀以中國武夷岩茶為主，19 世紀以
中國綠茶為主，20世紀以紅茶為主，80
年代以來，綠茶出售又開端上升。但是
，作為熱飲料的茶，美國人卻演變成冷
飲冰茶。

在美國，無論是茶的沸水沖泡汁，仍
是速溶茶的冷水溶解液，直至罐裝茶
水，他們飲用時，大都習氣於在茶湯中
，投入冰塊，或許飲用前預先置於冰櫃
中冷卻為冰茶。冰茶之所以受到美國
人的歡迎。這是由於冰茶應順了快節
奏的生活方法。大家不肯用花時間熱
泡的方法喝茶。而喝冰茶時，消費者還
可聯繫本人的口味，添加糖、檸檬，或
其他果汁等。如此喝茶，既有茶的醇味

，又有果的幽香，尤
其是在盛茶，飲之滿
口生津，暑氣頓消。

冰茶作為運動飲
料，也贏得了美國人
喜愛。它可替代汽水
，既可在運動時解渴
，又有益於運動員康

復精力。人體在嚴重勞累的膂力活動
之後，喝上一杯冰茶，會有清涼舒服之
感，而且使精神為之一振。

其喝茶較多種類
為袋泡紅茶、冰茶、
添香茶和草藥茶為
主。當然，美國人也
喝雞尾茶酒，特別是
在風景秀麗的夏威
夷，遍及了喝雞尾茶
酒的習氣。雞尾茶酒
的制法並不雜亂，即
在雞尾酒中，依據各
人的需求，參加必定
份額的紅茶汁，就成
了雞尾茶酒。僅僅對
紅茶質量的需求較
高，紅茶具有湯色淡
雅，味道鮮爽，以為
用這種茶汁泡制而
成的雞尾茶酒，味更
醇，香更高，能提神，

可醒腦，因此廣為流傳。
這些年，跟著綠茶保健功能逐漸提

高，美國又掀起“中國綠茶熱”。美國國
家衛生部和有關集體還專門舉行“茶
與安康”的世界學術會議，舉行中國茶
文化周和中國茶文化研討會，在紐約
還成立了全美世界茶文化基金會，從
事茶文化的宣揚與中美茶業溝通的和
諧與組織工作。許多聞名大學，都舉行
中國茶專題講座，有的還投入鉅資進
行茶葉保健作用的根底理論研究。

不同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歷
史文化、生活習慣、風俗禮儀，
其中，結婚的形式也大有不同。
今天，小兩口婚博網小編就帶
大家來瞭解下美國婚禮的習俗
，感受下他們簡約的婚禮氛圍，
和我們的傳統中式婚禮的繁瑣
複雜比較，中國人結婚實在太
辛苦了。一起來看看吧，或許會
對你的婚禮策劃產生某些啟發
。

在美國舉辦婚禮可以隆重,
也可以簡約,沒有攀比,量力而
行。美國人沒有結婚一定要買
房的概念,男方更沒有結婚前一
定要準備婚房的壓力。男人娶
老婆、女人嫁老公不在乎是否
門當戶對。

美國人送禮講究實用,但都
不會很昂貴。遇到朋友結婚,你
若收到請帖,一般都要去參加婚
禮。出席婚禮的賓客一般不直
接送禮金,如果不知道對方需要

什麼樣的禮物時,賓客可
以到不同的商場購買禮券
,這樣就可以讓新人自己
到商場挑選喜歡的禮物。
禮券的金額可根據自己的
財力決定,若你手頭實在
拮据,送張賀卡也是可以
的。
婚禮策劃,創意婚禮方案,

個性婚禮
在美國較為普遍的一種做

法是:當一對新人籌辦婚禮,通
常會在美國最大的“梅西百貨
公司”代辦禮品,將他們喜歡的
禮品放在商店電腦系統或網站
上,然後通知前來參加結婚儀式
的賓客在網站上挑他們想送的
禮物。新婚夫婦會在婚禮請柬
上注明,他們已在某百貨公司或
廚房用品店選好了喜歡的東西,
並附上禮品單的網頁。朋友在
網頁上看到禮品單後,根據自己
和主人交往的深淺及自己的經
濟能力,來選擇禮品。送禮人只
要購買,姓名馬上輸入計算機,
一個清單打出來,誰送了什麼禮
品,清清楚楚地列在表上。一般
賓客送禮品或禮券的數額大約
100美元(約人民幣630元)左右
。

由於婚禮費用昂貴,越來越

多的美國婚前男女都會認真地
考慮舉辦婚禮時會發生的意外
風險,譬如因一方婚前突然改變
主意、父母家人干涉或遭遇極
端惡劣天氣等各種原因導致婚
禮取消。為了防止和降低婚禮
因故取消帶來的損失,他們都會
購買婚慶保險。投保的項目包
括攝影、服裝、禮物、戒指等,婚
慶保險金額通常在 155 美元至
550美元之間。如果投保100萬
美元婚慶事故險,費用在185美
元左右。

目前,美國有多家保險公司
提供婚慶保險。與其他類型的
保險一樣,婚慶保險的費用取決
於承保項目和金額。據美國婚
慶網站介紹,因故取消或推遲婚
禮可索賠17.5萬美元,攝影或視
訊故障賠償 1500 美元,結婚禮
服出現問題可索賠1.05萬美元,
責任事故和財產損害賠償則分
別高達100萬美元。這為即將步
入婚姻殿堂的情侶減少了後顧
之憂,確保婚禮辦得盡善盡美。

怎麼樣，一向崇尚自由的美
國人，舉辦婚禮都是很隨意的，
畢竟結婚是找個心愛的人，並
不是找個有錢的人。

美國婚禮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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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州有哪些有意思
的習俗?

美國作為一個heterogeneous的移民國家，相對
來說各個族裔的融合度比較高，“普世價值”稱霸
主流文化；相對其他 homogeneous 的民族國家，

“習俗”這種概念並不常見。題主所指可能是生活
習慣上的差異，aka.?獨特的地方?。根據地區差異
(Regional variations)，美國分為如下幾個地區：新
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中大西洋地區(the
Mid-Atlantic states)，南 部 地 區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中西部地區(the Midwestern Unit-
ed States)，西海岸地區(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其中西海岸地區還可以分為太平洋沿岸各州
(Pacific States)和山地各州(the Mountain Stat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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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rch attend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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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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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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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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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矽谷灣區(Silicon Valley,

Bay Area)為代表的美國
西海岸地區文化集中於
technology 與 start-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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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hion,
arts/entertainment, me-
dia (時尚, 藝術/娛樂,媒
體)。西海岸人民熱衷於
談論運動、健康、戶外運
動等體能特技(physical
fea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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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enome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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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因為灣區男人占多數
，而紐約是女多於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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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蛋疼的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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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o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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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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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鞋子是濕的或是髒的、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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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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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nes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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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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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一個典型例子之一，是關於在湖中和溪
流裡捕到的小龍蝦的叫法：

由於這一點上用詞的差別，在法國後裔主要聚
居的南路易斯安那州（尤以新奧爾良為甚）地區
非常盛行的著名菜肴 Crawfish Étouffée (一種以
燜燉貝類和殼類動物為主菜、同時輔以米飯和其
他醬料的菜肴，最負盛名的這一款叫做"路易斯
安那燜燉小龍蝦")，若是將此名字說給土生土長
於北方五大湖區域的美國人聽，他可能會以為你
在說一種不好的假9、在美國，一般的出行方式是
坐飛機、大巴或自己開車(roadtr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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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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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門玩
去啦?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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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lev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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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a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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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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就業最難的留學生就業最難的55個國家個國家
【來源:搜狐教育】

TOP5 法國：語言過關就不難了
對於想留在法國的學生來說，關鍵問題是能否能融入法國的文化，語

言是就業的首要問題，包括掌握法語。

TOP4 澳大利亞：你要比當地人更優秀
澳大利亞作為移民國家，移民當局要求來澳定居的人必須“比現有的

澳大利亞人更加優秀”。在澳大利亞就業，你的技術和學歷必須等同澳大利
亞的標準，並被澳大利亞的雇主接受。

TOP3 加拿大：求職要有全盤計劃
海外留學生如計劃移民加拿大的話，必須有一個周詳的全盤考慮，最

理想的情況是在選擇專業時，就以移民為目的作為考慮點。不要在苦讀數
年後，才發現所讀的科目找不到工作。

TOP2 英國：留學比就業容易
在英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大多讀金融、經濟，這些專業的學生就業較

難。即使是名牌大學金融專業的博士，也只是去一般的大學當助教。由於英
國不是移民國家，剛畢業的大學生想在英國找份穩定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TOP1 美國：畢業等於失業
拿到美國簽證難，在美國就業更難。國際學生的就業機會在“9?11”事

件後被嚴重壓縮，即使是被視為熱門的計算機業，“畢業即失業”的大有人
在。經濟不 景氣，很多大公司裁員節流，銀行、顧問公司都在裁員，信息高
科技市場更是處於飽和狀態，一些留學生選擇推遲半年畢業，或者被迫當

“海歸”。

法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英國

美國

在美國生活請別
誤踩地雷

在美國社會中，人們的一切行為都以
個人為中心,個人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這種準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人們在日常交談中,最忌諱涉及個人私事
，如年齡、婚姻、收入、智力、疾病、性取向、
宗教信仰、競選中投誰的票及問人家你去
幹什麼啦？等。問這些是被看做非常冒昧
和失禮的。

言行雖自由，但涉恐就拘你。平時，你
可以罵總統，但要有理有據；你可以遊行
示威，但不能有歧視、威脅和恐怖言行。在
社交場合，男子處處要謙讓婦女，愛護婦

女。與 人
在一起不

要當眾挖鼻孔，這個動作，可讓對方聯繫
到性，就如上床、如廁，人人都做，但不可
示人。美國人很講究自己的手勢，自我介
紹時，手指向自己的鼻尖，別指胸脯；招呼
人過來時，手指向著自己，中指朝自己晃
兩三下即可，但掌心必須朝上，朝下就是
看低了對方；千萬不要當面豎中指，這是
極有惡意的動作；食指與大拇指塔圈，其
餘三指向上伸開，表示“OK”！

在人們交往中，“誠信”永遠是擺在第
一位的，約會之後，不得失約，失約是非常
失禮的行為，晚到1分鐘就可改變對方對
你的看法。在美國人家中做客，不必過分
拘禮，但不可撫弄室內的古董珍玩，更不
要詢問日用品的價格。美國人盛行在聖誕
節互贈禮品，禮品多用花紙包好，再系上

絲帶。千萬別送帶有你公司標誌
的禮品，會讓對方誤認為你是讓
他為你做廣告宣傳。按照美國傳
統，探病號大多是贈送鮮花、盆
景；送朋友遠行時，通常要送鮮
花、點心、水果或書籍，禮品上附
有名片，祝他一路平安。

美國人認為單數是吉利的，
但忌諱“13”，認為“13”是個不吉
利的數字，不要在“13”日請客或
出行，在語言中也必須回避“13”

這個數字。
此外，在別人面前脫鞋子、脫祙、拉鞋

帶都是不禮貌的動作。在別人面前伸舌頭
是極為庸俗下流的表現。朋友的生日、婚
禮可以送禮，但必須有意義，禮品價格一
般不超過25美元，否則會有行賄的嫌疑。
有一個叫Travel Taboo(旅遊禁
忌)的網站搜集了一些在美國
不該做的事，比如：
‧ 不可以問收入、財產等個人
資訊
‧ 不可以在人前脫鞋子，所以
到美國人家拜訪除非主人要求
，不然絕對不可脫鞋
‧ 不可以在人前吐舌頭
‧ 不可以不問對方是否同意
之前就抽菸
‧ 不可以在人前用牙籤
‧ 不可以在公共場合補妝(化
妝)
‧ 不可以不跟小朋友打招呼
‧ 不可以在女主人未宣布開
動之前就開始吃東西
‧ 不可以在吃東西時發出咀
嚼的聲音，嘴巴裡有東西不可
以說話
‧ 不可以在晚上坐地鐵，地鐵
上會有吸毒的、賣毒的跟幫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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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
在國內，特定的節日該吃什麼都很有講究，正月十五的元宵、

二月二的春餅、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餅。地區不同，講究不
同，節日可吃的簡直太多了。那麼美國呢，當然不可能千篇一律了
，讓我來看看美國節日都有什麼美味！
美國復活節吃什麼?

復活節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星期日。復活節的重頭是羊
肉、蜂蜜烤火腿、兔子(兔子可不是用來吃的)。據傳說，有一次上帝
為羊肉和火腿考驗亞伯拉罕的忠誠之心,命令他把獨生子以撒殺
掉作祭品，亞伯拉罕萬分痛苦,最後，他還是決定按上帝的旨意去
做。就在他舉刀砍向兒子的一瞬，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亞伯拉罕
便將一隻公羊為祭獻給了上帝。以後，用羊作祭品祭祀上帝就成
了該節的習俗。吃火腿的習慣，據說是英國移民帶入的。當初，英
國人用吃火腿表示對猶太人禁忌肉食品內含血的蔑視;今天，已發
展成復活節的傳統食物。而兔子是復活節的吉祥物，可不是拿來
吃的，要是說吃兔子也是指巧克力兔子，這種巧克力兔子是空心
的，吃的時候把它放在桌子上，砸碎，然後大家分而食之。
感恩節吃什麼?

感恩節是美國三大全國性節日之一，在每年11月22-28日之間
,自1941年起，感恩節是在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並從這一天
起將休假兩天。感恩節的食品極富傳統色彩。每逢感恩節，美國人
必有肥嫩的雞可吃。火雞是感恩節的傳統主菜。它原是棲息於北
美洲的野禽，後經人們大批飼養，成為美味家禽，每只可重達四五
十磅。現在仍有些地方設有獵場，專供人們在感恩節前射獵，有興
趣的人到獵場花些錢，就能親自打上幾隻野火雞回家。使節日更
富有情趣。
聖誕節吃什麼?

每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
火雞也是不可
缺少的傳統食
品。在美國，聖
誕晚餐中還有
一樣特別的食
品——烤熟的
玉米粥，上面
有一層奶油，
並放一些果料
，香甜可口，別
有滋味。有的
還習慣在聖誕
晚宴的餐桌上
擺一隻烤乳豬
，美國人們還
往往喜歡在豬
的嘴裡放一隻
蘋 果 ( 按 中 國
的想法，是不
是平安的意思
?)，據說這個習
慣源於一些大
家庭，因為只有大家庭才有可能吃得了一頭豬，後來一些講究排
場的人在聖誕請客時便紛紛效仿。

想體驗美國的習俗文化？那麼趁節假日赴美實在是絕佳的機會
，節日期間還有眾多活動等您參加。

當你還在國內的時候，不知道你
有沒有想像過和美國人坐在一個
桌子上吃飯要注意些什麼?其實，
美國人的餐桌禮儀還是比較多的
，因此，本文小編為大家帶來美國
留學必須知道的7大海外餐桌習
俗，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1.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吃

在所有人就座和拿到食物之前
開吃是很不禮貌的，需要等候所
有人有吃的了才可以開始吃，有
些家庭會吃前祈禱，但是和朋友
一起吃幾乎不會祈禱的，不管信
徒多還是少，宗教性質是讓美國
人敏感的一個元素。
2. 吃飯時將頭湊到碗上面

外國人吃飯都是將食物拿起放
進嘴裡面，而且坐的一般都比較
直，只有放食物的時候身體會稍

微前傾。而中國人習慣湊到碗邊
吃，所以外國人從你吃飯姿勢就
可以看出來你是fobs，是被認為沒
有文化和野蠻低下。
3. 晚餐時將手肘放在桌上

晚餐在美國屬於比較正式的一
頓飯，稍微正式一點的晚餐，將手
肘杵在桌上被視為不禮貌哦，其
實整個過程手肘都不應該放在桌
子上的，但這很明顯是很多國人
的習慣，想要融入和不被鄙視就
改改吧。
4. 吃飯時嘴裡發出聲響

美國人很敏感，如果你吃飯的
聲音特別大被讓他們覺得噁心反
胃，進而覺得你沒有禮貌和教養。
細嚼慢嚥，輕聲細語才是王道。
5. 吃飯嚼食物時嘴巴打開

這個是因為別人可以看見你嘴

裡面被碾碎的食物混合唾液……
，國人神經大條不在乎，但是美國
人會覺得很噁心的，為了你的友
途，儘量閉著嘴巴吧。
6. 一邊嚼食物一邊說話

嘴裡有食物的時候最好就不要
說話了，如果這個時候別人跟你
說話或者發問，可以選擇先咽下
食物再說話，如果特別想說什麼
的話用手遮住嘴巴也是可以的，
總之就是不要讓別人可以看見你
嘴裡的食物。
7. 用餐完畢後離席

美國餐桌在所有人吃完之前離
席是很不禮貌的，電影裡面經常
有美國小孩吃完飯就離開了其實
是為了說明那些小孩沒有禮貌哦
，千萬不要學他們，耐著性子等一
等其他人吧。

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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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一杯好茶 几多乡愁

每一片茶叶，都凝集了天地万物之精华，
也寄托了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的深深思念。
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市，有一
家飘着茶香的中国餐馆。这家经营了二十多年
的老店，是许多华侨华人重温家乡味道的驿
站，也是海外友人品味舌尖上的中国的窗口。

旅居西班牙三十余年的店主占群浦说：“我
在福建长大，从小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只要
一闲下来，就会给自己沏一壶茶”。一杯好茶入
口，沁人心脾，神清气爽，带走了华侨华人海
外漂泊打拼的疲惫与忧愁。

“很多华侨华人对中国茶情有独钟，在海外
多年，他们仍保留着许多中国传统的生活方
式，”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邵曙光
说，喝国茶是很多华侨华人的习惯。

谈及创立“宝珍号”茶业品牌的初衷时，
马来西亚华裔张秀珍说：“我年幼时，父亲就去
世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每天父
亲回到家中，我为他递上的那杯茶。”虽已年过
花甲，为父亲递茶的场景还常常在张秀珍的脑
海浮现。一杯茶，代表着女儿对已故亲人的无
尽思念，也体现了华侨华人对中华传统孝道的
传承。

茶中有大道，悟茶通人生。生长在故土的
茶，汲取了家乡的山水精华。茶中的万千滋
味，融入了华侨华人世事情感，浸润出海外游
子的浓浓乡愁。

以茶为媒 凝侨聚力

“在西班牙，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难得能
与同胞相聚。一有时间，我们就会拿出好茶一
起品鉴，”占群浦说。喝茶，成了众多华侨华人忙
碌生活中的一种享受，成了亲朋好友相聚的一个
理由。在车水马龙的闹市，摆上青瓷茶具，沏上一
壶香茗，便能感受春风拂面的清雅。

“喝茶不仅帮我找到了归属感，也帮我确定

了一生的事业追求。”澳大利亚舍予茶院创始人
舒鹏行感慨。2003年，舒鹏行到澳大利亚求学。从
家乡带来的茶叶拓宽了他在澳大利亚的“朋友
圈”。大学毕业，他放弃了金融行业的高薪职业，
在澳大利亚开起了中国茶馆。“喝茶让我遇见了
不少知己，中国茶独有的文化内涵也改变了我的
生活轨迹。”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
位日益提高，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影响力也在
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侨商看见了中国茶的广
大市场，也意识到中国茶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
重要性。许多华侨华人回到国内，寻找最纯粹
的中国茶叶，带回居住国，向更多人推介国
茶。以茶为媒，将中华传统文化带出去，将中
国人儒雅的生活方式传播出去，将海外华侨华
人的心凝聚在一起。

“侨商是把中国茶推向世界的媒介与桥梁之
一，中国茶要在海外饮料市场占据更大的份
额，需要侨商的更多努力。”福建省武夷山市商
务局副局长陈炳富多年来一直担任武夷山海峡
两岸茶博会展览组“武夷山太伟风景展馆”总
协调，据他介绍，武夷山海峡两岸茶博会已成
功举办十二届，热度年年高涨。

2000多年前，中国茶作为流通在“丝绸之路”
上的主要商品扬名世界。如今，“一带一路”为中
国茶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各国华侨华人积极
响应，做起了中国茶文化的传承人与中华传统的
传播者。

做实品质 讲好故事

把中国茶叶的故事讲给更多人，让中国文
化感染更多人，是张秀珍传播中国茶文化的心
愿。她说：“中国拥有最多种类的茶，世界最好
的茶也在中国。”让世界人民都了解并喜欢中国
茶，读懂中国茶深厚的文化内涵，需要全球华
侨华人的耐心与决心。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今年公布的 《2018 中国
茶叶行业发展报告》 提到，根据国际茶委会统
计，2008-2017年间，世界茶叶种植面积一直保
持稳定增长，2008 年世界种植面积为 342 万公

顷，到 2017 年达到 489 万公顷，10 年间增长了
147万公顷，比 2008年增长了 43%，大部分增长
来源于中国。

据邵曙光介绍，2018 年 11 月 23 日，“第二
届澳大利亚·中华文化节暨中澳茶博会和金博
会”在悉尼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茶博会吸引了
当地华侨华人、国外友人及采购商数万人参
观。茶企所带的近万斤茶叶基本售罄，3天交易
额近千万澳元，在澳大利亚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邵曙光感慨：“国茶要真正走出去，走进海
外友人的心里，需要打造品牌。”

“在海外，喝茶的主要群体还是老一辈的华
侨华人。他们在中国长大，对茶文化比较了解，所
以仍保留着喝茶的习惯，”占群浦说，许多华侨华
人的孩子在海外长大，不太习惯喝茶。要让中国

茶在海外更好地传承，就要让华侨华人的子孙也
爱上喝茶，爱上茶所赋予的生活仪式感。

中国茶不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有故事的
文化载体。以侨为桥，将中国茶与中华传统文
化推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传统的饮茶
方式，让广大华侨华人对中国茶的品质有信
心，才能更好地推介中国茶，才能赢得海外友
人对中国茶的认可。正如张秀珍所相信的那
样：“总有一天，中国茶的品质会让全球信服，
神奇东方树叶所承载的文化故事也一定能感动
世界。”

上图：2018 年 11 月 23 日，“第二届澳大利
亚·中华文化节暨中澳茶博会和金博会”在澳大
利亚悉尼举行。澳大利亚青年品尝中国茶。

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供图

中国茶香寄侨情
杨 宁 赵雪彤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中国茶始于神农，兴于唐宋。茶，是承载着友谊、文化的特殊商品。经过
漫长的历史，中国茶已在全世界扎下了根。

对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而言，茶不仅是一种饮料，还是富有生命力的文化，是唤起故乡记忆的特
殊味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华侨华人将中国茶推向世界。承载深厚中华传统的茶
作为中国的名片，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月 25 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
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
时强调，新形势下，中法双方要继
续探索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
远瞩、互利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
这四点大国相处之道，体现了对中
法关系演变进程的体悟和总结，不
止对中法关系未来的发展，而且对
中欧关系乃至其他大国关系都有重
要指导意义。

5 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
交 50 周年巴黎纪念大会上发表讲
话，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对中法关
系的精神进行了概括，其四点内
涵 成 为 大 国 相 处 之 道 的 核 心 要
义。中法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独
特文明的大国，分别是东西方文
明的重要代表，在当今世界也都
是拥有大国情怀、大国情结的国
家。两国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一
直 走 在 中 国 同 西 方 国 家 关 系 前
列，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深
远影响，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深谙应有的大国相处
之道是根本原因。

在 国 际 上 ， 大 国 历 来 是 关
键，其相处方式直接影响世界历
史 进 程 ， 攸 关 国 际 和平与人类福
祉。今天，和平与发展成为 时 代
主题，恪守大国相处之道，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促进世界的持久
和平与共同繁荣，每一个大国都
有责任为此付出努力、勇于担当。

要 有 主 见 。 中 法 都 走 出 了 一
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都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积
极倡导和致力于多边主义、世界
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独立
自主，不是单打独斗，更不是单
边主义、霸权主义，而是基于对

本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独立
判断，作出正确的外交决策。

要 弃 成 见 。 55 年 来 ， 中 法 两
国和两国人民相互理解、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为两
国 关 系 行 稳 致 远 打 下 了 坚 实 基
础。没有相互理解，就无法超越
分歧、求同存异，就没有中法率
先迈出中国与西方大国建交这一
步。相互理解与尊重，首要的是
坚持世界各国主权平等、互不干
涉内政，还应体现在维护各国自
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
利 ， 尊 重 各 国 推 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而且
要 坚 持 通 过 对 话 协 商 处 理 分 歧 ，
不是动辄亮拳头。

要 具 远 见 。 法 国 是 第 一 个 同
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第一个
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
及开展战略对话的西方大国，体现
了长远的战略眼光。新的时代，大
国更需要有登高望远的战略眼光
和政治智慧，顺应世界和平发展大
势，开启大国关系新篇章，始终“不
畏浮云遮望眼”，不因一时一事的
困扰而迷失大国合作的方向。

更要有气度。历史一再证明，
大国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零
和之争是死路一条，互利共赢才是
大 国 关 系 持 续 发 展 的 强 大 动 力 。
中法关系如此，其他大国关系也是
如此。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
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

进各国共同发展，这才是大国应
有的气度、应有的胸襟、应有的相
处之道。气度有多大，合作舞台
就有多大，世界和平发展的空间
就有多大。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处
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中国、法
国、欧洲也都处于自身发展关键阶
段。当此之际，秉持独立自主、相
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大
国相处之道，方能让大国关系更具
全球性、战略性、建设性、示范性，
这对于推动国际力量平衡、促进世
界和平与发展，实乃意义重大。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特聘研究员）

读懂“大国相处之道”的深刻内蕴
■ 贾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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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3月28日星期四中午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Chairman of In-
ternational District）李蔚華先生在國際區
會議室主持召開國際區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 of International District) 午餐會
，休斯頓國際區的董事會於每月的第4個
星期四中午常規在這裡舉行。月會向大眾
開放，民眾在這裡可以提出國際區在各方
面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
提出城市建設的規劃和策略，讓國際區下
發行政命令及採取行動去解決這些問題，
讓休斯頓國際區變成宜居中心。

本次董事會議在各個方面和領域進行
了討論。會議期間允許民眾有3分鐘的發
言機會，董事會成員在沒有得到德克薩斯
州公開會議法公佈適當的議程項目的前提
下，不得對民眾的觀點發表任何意見，也
沒有時間讓其他人屈服；會議決定董事會
成員從現在的9名增加到11名，擴大國
際區的影響範圍和規模，並提出盡快執行

；會議期間也收到國際區書記官的有關國
際區本月的花費事宜並讓區長簽發支出支
票；會議期間也提到國際區位於休斯頓中
國城附近，中國城面臨許多持槍搶劫行為
，一直是華人社區的隱患，董事會提出要
全面加強國際區的警力和治安工作；會議
期間對年度的投資項目進行回顧，國際區
執行投資政策並採取決議行動；會議通過
建立授權存管機構的決議，並採用該區可
從事投資交易的合格經紀人/交易商名單
；會議決定為國際區辦公室的裝修撥款
$2,600.00；會議決定為美國南部婦女領
袖會的安全和治安工作撥款$1000.00；
會議期間也收到國際區執行董事關於支持
計劃和實施服務計劃的報告。

會議期間董事成員收到作家Duong
Phuc 和VU Thanh Thuy贈送的書《Sur-
viving -The Vietnam War & Its After-
math )。

下次月會於4月25日舉行。

李蔚華區長主持召開休斯頓國際區董事會李蔚華區長主持召開休斯頓國際區董事會
討論國際區的規劃和治安問題討論國際區的規劃和治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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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鄧潤京】4月6日，星期六晚6點半鐘，在中華文
化中心禮堂將隆重舉辦《竹管樂之夜》演出。

用竹子製成能發出音響的樂器，最早始於中國南方。據記載
，早在唐代，就已經有了成規模的演奏團體。演奏所使用的樂器
統稱“絲竹”。而樂器演奏者被稱為“竹人”。絲竹樂器成為中
國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今天西方音樂，特別現實流行的重金
屬音樂，形成鮮明的對比。用竹管音樂來表達中國人細膩、誠摯
的情感，更顯真實。

4月6日的《竹管樂之夜》聚集了休斯敦地區頂尖的演奏家
。中國竹笛專業委員會會員閆亦修，8歲起師從於著名民族管樂
演奏、教育家張立忠先生學習竹笛、巴烏、葫蘆絲、塤、蕭、排
簫等樂器。 2000年春，拜中國音樂學院笛子大師張維良為師。
她曾獲得全國推新人大賽，獲遼寧賽區十優。在全國青少年民樂
觀摩音樂會，獲民族管樂獨奏一等獎。在遼寧省民族樂器教學觀
摩大賽，獲金獎。在第38屆《桃李芬芳》全國青少年民樂觀摩
音樂會中，獲得優秀獎。在第86屆《桃李芬芳》全國青少年民
樂觀摩音樂會中，獲民族管樂一等獎。

閆亦修從少時起就積累了豐富的演出經驗。多次受邀參加
電視台的青少年欄目、文藝綜合欄目演出，經常參加政府、中外
交流、報社及各種大型慶典的演出。曾代表大連市少年兒童出國
訪問。曾受邀請到中央電視台3套文體台錄製節目。受邀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表演獨奏。

定居休斯
敦之後，閆亦
修曾在達拉斯
舉辦個人竹笛
獨奏音樂會。
在OAEC開設
民族管樂教學
，在各族裔的
孩子及成年人
當中推廣中國民族管樂。她多次參演總領館在官邸舉辦的《來自
春天的問候》音樂會。受邀在慶祝抗戰70週年的大型晚會上演
出獨奏。相關報導見諸休斯敦各大媒體。

4月6日的《竹管樂之夜》的另一位明星是喬宏忱。他是竹
笛演奏家，教育家，竹笛北派大師劉管樂傳承人。原天津歌舞劇
院民族樂團樂隊指揮作曲。曾擔任笛子獨奏出訪多個國家。現為
天津市竹笛協會名譽會長，中國民族器樂委員會葫蘆絲巴烏協會
理事。教授的多名學生在各類專業竹笛大賽中獲得大獎。

酈澤泉是著名竹笛嗩吶演奏家，樂器製作家。擔任天津京劇
院竹笛演奏。六十年代畢業於天津藝術學院，曾師從劉管樂，喬
志忱，喬宏忱，尹二文，李伯芸，等器樂演奏大師，並代表天津
市多次出國訪問演出。多年的藝術生涯使他積累了豐富的藝術才
能並掌握多種中西樂器。在美國生活多年，為傳承中華文化及休

斯敦民族音樂的發展與傳播做出自己的貢獻。
4月6日的《竹管樂之夜》的主辦單位是休斯敦葫蘆絲巴烏

學會。協辦單位是休斯敦民樂團和凱蒂中國人服務中心（KCSC
）。

4月6日的《竹管樂之夜》的門票：$10.00
購票請聯繫： Bell/鍾元滿 ：713-780-8808
楊萬青：301-370-4864， 楊陸曦: 832-466-8787
陳毓玲: 713-505-9633， 王小玲：713-518-5588
馬 濤： 832-398-2743， 魯小兵：713-597-4190
演出前劇場門廳也設有售票點。
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禮堂的地址是： 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 TX 77036

【編者按】【本報訊/鄧潤京】在春暖花開之際
，休斯頓交大校友會一年一度人數最多的春季野餐正
在報名中。

交通大學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隨著歷史的變遷，現在形成了在中國大陸和台灣
都有分校的局面。這一現像在中國現代教育領域是獨
一無二的。作為校友，可以是大陸的，同時也可以是
台灣的。以校友的名義，這樣的提法無疑增加了彼此
之間的親切感。

2019年休斯頓交大校友會的春季野餐定於4月
28日舉行。

野餐籌備委員會發出邀請，力促理事和校友們報
名參加4月28日週日在布什公園二號亭的聚餐。同時
希望校友們感謝齊心合力，出謀劃策，積極承擔義工
任務，辦成一個闔家歡樂的大聚會。

野餐籌備委員會的對外文稿稱：無論自上海、西
安、西南、北京還是新竹交大的校友，請你參加春季
野餐。如果你說要看護孩子，請帶著孩子同來。如果
你說要陪伴父母，請陪伴著父母同來。如果你說要招
待朋友，請把朋友一同請來。

交大校友會屆時將為大家準備豐富的美食包括
BBQ燒烤，麻辣小龍蝦，色拉，水果和飲料。現場還

將提供遊戲和兒童遊樂項目。歡迎廣大校友，攜親朋
好友，踴躍參加。願大家在相識故友新朋、共敘舊情
新誼中，得溫暖、長見識、謀益處，共度一個難忘的
春日，一同見證交大藍。

各校區負責聯繫人：
上海交大：範 巍 281-624-8003
西安交大：張 力 317-431-9234
西南交大：唐培嘉 832-517-7886
北京交大：金禹廷 832-782-8692
新竹交大：葉德云 832-434-2278
總召集人：楊立軍 512-673-6388

時間：2019年4月28日週日上午11時到下午3
時

地點: George Bush Park Pavilion 2
15585 S Barker Cypress Rd, Houston, Texas 77082

收費：校友 (含年度會費)：$10；學生、家屬及
朋友：$5：18歲以下：免費

付 款 方 式 ： QuickPay bennett.yang1@gmail.
com 或現場付款

《《竹管樂之夜竹管樂之夜》》即將登台即將登台

交大校友會的野餐會地點交大校友會的野餐會地點參加交大校友會野餐會的校友參加交大校友會野餐會的校友

20192019年休斯頓交大校友會春季野餐即將舉辦年休斯頓交大校友會春季野餐即將舉辦

閆亦修閆亦修（（左左））和楊萬青的葫蘆絲演奏和楊萬青的葫蘆絲演奏

每年的聖誕節是我和弟弟最開心的
時候，也是爸爸媽媽最忙碌的時光

。他們要採購物品，打掃房間，佈置聖誕樹，還要策劃出遊，帶我
們去感受節日的氣氛。我和弟弟只關心會收到多少禮物，只關心爸
爸媽媽會帶我們去哪裡玩。

我喜歡紅紅的聖誕襪。傳說它是用來在孩子們睡覺前，掛在床
邊供聖誕老人在半夜從煙囪裡鑽出來，在裡面裝滿禮物的襪子。我
多麼盼望能親眼看到這奇妙的場景。儘管我心裡知道那隻是一個有
趣的傳說。

今年的聖誕節我們過得很豐富也很有意思。一早醒來，就看到
床邊擺滿了我喜歡的禮物。哇！漂漂亮亮的新衣服、款式新穎的水
瓶、造型獨特的書包。我抱起這一堆禮物，連忙跑到客廳朝著正在
為我們忙著做早餐的爸爸媽媽說：“謝謝爸爸媽媽！我每個禮物都
喜歡。”弟弟也跟著說：“我也喜歡！我也喜歡！”。爸爸媽媽也
開心地笑哈哈，連連說：“好！好！你們喜歡就好！”客廳裡充滿
了歡笑聲。

我們邊吃邊問爸爸今天要去哪裡玩？爸爸神秘兮兮地說：
“你們猜猜？”我和弟弟異口同聲地說：“猜不到，猜不到！你就
告訴我們吧。”媽媽在旁邊逗我們：“我看你們還沒猜，怎麼就說
猜不到？如果猜不到，那就不出去了。”媽媽一邊說一邊笑。我看
出她是在跟我們開玩笑呢！但是小弟弟卻撅起了小嘴。我拍拍他的
肩膀安慰他說：“別擔心，爸媽在逗我們呢！”這時，只見爸爸笑
瞇瞇地走過來拉著弟弟說：“告訴弟弟謎底吧，我們先去伽維斯頓
，晚上再去朋友家part好不好？”可愛的弟弟一聽，馬上雲開霧散
，連忙點頭。我也拍手叫好！我的爸爸媽媽脾氣極好，很溫和，常
常跟我們玩在一起。我愛這溫暖的家!

來到伽維斯頓的海灘，立刻想起在課堂上學過的“一望無際
”和“海天相連”這兩個成語。老師繪聲繪色的描述，使我想起了

小時候見過大海的樣子。時隔多年舊地重遊，那時候似懂非懂的東
西，現在就懂了，而且還會用了。想想真是很開心！看到離海灘不
遠的地方，有一幢建在海上的旅館。我想像著在炎熱的夏天，如果
能在這裡住上幾天，吹吹海風，聽聽海浪，看看書，該是多麼涼爽
和舒適啊！夏天的休斯頓實在太熱了！

聖誕節的天氣有時候暖一點，有時候又很冷，真是變化無常。
我們去的那天有點冷，準備好的游泳衣也只能讓它們乖乖地躺在包
包裡了。走在海灘上，看到有很多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漂亮的貝
殼和海螺。我們歡快地一個個地去撿。弟弟不知哪來的勁，撿得比
我多，撿得比我好。媽媽說回家挑一挑，洗洗乾淨，可以做裝飾品
。媽媽的鼓勵，我們撿得更歡了。

離開海灘，我們就去坐渡船。海上的風好大，船被吹得左右搖
動，我心裡有點慌慌的，緊緊抓住媽媽的手。不過，有陽光的海色
還是很好看的。不一會兒回到岸上，我們就去自助餐廳。我最喜歡
的是擺滿各種有甜點的一張大桌子，因為它很有特色。桌上有一個
大巧克力噴泉，把草莓放進噴泉里就變得更好吃了，還有我最愛的
冰激淋。

美美的午飯後，爸爸說“打道回府”。我問媽媽是什麼意思？
媽媽說就是要回家的意思。哦！懂了，又學了一個詞。我暗暗想。

回到家後我們修整了一下，帶著一個大蛋糕去朋友家。這是一
家很好客的朋友，他們做了滿滿一桌的好飯好菜，簡直是應有盡有
，有孩子愛吃的也有大人愛吃的，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其中有一
隻散發出香噴噴味道的雞和一大盤五顏六色的沙拉，我很喜歡。雖
然中午吃得很飽，可是看到自己喜歡的食物，還是有大大的胃口。
飯後的蛋糕也是我的最愛。淡淡的咖啡味道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水
果。吃一點甜甜的東西，心裡感覺就特別好。當我們戀戀不捨告別
時，朋友還送給我們禮物，他們真是太客氣了！

我們家的聖誕節，是忙碌而快樂的，也是豐富有意義的。

作者作者：：吳吳 珂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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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寒假難忘寒假
今年冬天，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回到中國，度過了一個快樂而難忘的

寒假。
太原和南京分別是我爸爸媽媽的故鄉。我們先去太原看望爺爺奶奶。一跨進家門，奶奶連忙走過來

拉著我的手說：“面面啊，奶奶很想你啊，讓奶奶好好看看。”爺爺也連忙說“是啊！是啊！我也想你
。越看越好看！”媽媽在旁邊美滋滋地說：“我家漂亮的小棉襖最貼心。”爸爸也笑咪咪地點頭。聽著
長輩們的誇讚，我心裡別提有多美了！我的堂姐專門從北京來看我們，還帶來了一歲半的寶貝女兒嬌嬌
。嬌嬌是我見過的最可愛漂亮的小寶寶。白白的、粉粉的圓圓小臉蛋、高高的小鼻樑，一雙忽閃忽閃的
大眼睛，一見人就笑。簡直就像一個人見人愛的芭比娃娃，我好喜歡她。

爸爸媽媽在太原買了新公寓，我們要在很短的時間裡把家安置好。首先就要到商店去買各種家具。
當我們在玲瑯滿目的家具店裡挑選的時候，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賣家具的人總是一下子撲上來圍
著我們問這問那，滔滔不絕。他們太過殷勤的樣子，讓我感覺很不舒服。爸爸說，國情不同可以理解。
幸好有姑姑的陪伴和幫忙，我們才買到了理想的家具，住進新房子的那些天我又開心又新奇。
安好了新家的第二天，我們就去吃各種各樣的好吃。其中，有一個飯店的全羊宴讓我回味無窮，甚至最
後把“羊肉味”帶回了家，身上全是羊肉的味道。全羊宴包括烤羊排、烤羊腿、羊雜割等等，味道又鮮
美又誘人。我還吃了七八個栗子麵的小窩頭，味道好極了！還有一個零食我也很喜歡，叫做雪花山楂。
這種零食只能在太原吃到。它是在山楂外裹了一層冰糖，吃起來酸酸的、甜甜的、很爽口，可好吃了。

南京是媽媽出生和成長的地方，也是她時常懷戀的故鄉。聽媽媽說，南京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是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那裡有中華門、中山陵、雨花台，還有秦淮河和夫子廟。媽媽還告訴我，秦淮河的
風光最著名的是燈船。每當夜幕降臨，懸掛彩燈的大小船隻，載著遊客穿梭在兩岸的美景奇觀中。
《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是媽媽特別喜歡的一篇名著。她繪聲繪色地講給我聽，我似懂非懂地側耳傾聽
。期待再回南京時，一定要去坐坐燈船，體會一個叫朱自清的名家，在書中對秦淮河生動形象的描述。

老門東的小店鋪都是仿古建築，古色古香，連服務生的服裝都是當年的樣子，讓人彷彿感覺回到了
古代。這裡的傳統食品和風味小吃非常多，真是應有盡有，目不暇接。我們邊走邊吃，邊吃邊買，幾乎

每一樣都想嚐嚐。鹽水鴨是南京
享有盛名的，又酥又嫩，不咸不
淡，香噴噴的。入口就有一種欲
罷不能的感覺，要比在休斯頓吃
過的烤鴨好吃好幾倍。還有烤魷
魚、梅花糕、鴨油燒餅、臭乾子
和什錦菜包，都是我喜歡的。聽
說那什錦菜包還有一個好聽的別
名叫“翡翠”。我想：把什錦菜
包比喻成名貴的翡翠，還是蠻有
趣的。在品嚐中國美食的時候，
也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多姿多彩。
我們還去了大姨家，大姨熱情地
招待我們。她家有一條小狗叫
“包子”，它很乖，會聽指令坐
下和站立，握手吃飯等，很好玩。我帶著它出去遛了一次，就會對我擺尾巴。大姨說：“狗通人心啊！
面面喜歡就把它帶回美國去吧。”儘管這是大姨的最愛。

回到太原後，我們就開始準備收拾行李回美了。漂亮的新房子、濃濃的親友情、美味可口的佳餚，
都使我戀戀不捨。爸爸媽媽看出我的情緒，安慰我：“你喜歡，我們明年還回來好不好？”“真的？太
好啦！”我摟著媽媽歡快地說，“我們再去喬家大院。”爸爸媽媽點頭稱好：“一定去！一定去！”得
到爸媽的讚許，我別提有多高興啦！我知道，喬家大院是一座雄偉壯觀的建築群，是整個中國都羨慕的
宅院，是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我嚮往著，我期待著。

難忘寒假快樂行，期盼再續中國情。

吳吳 珂珂

張紓菡張紓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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