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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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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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貸利率上周急劇下降，使符合資
格的借款人增加了50%，近500萬人可以申
請重新貸款。

CMBC報導，截至2019年3月28日為止，
美國 30 年期固定房貸利率（FRM）平均為
4.06%，較此前一周（4.28%）下降了22個基點
，創13個月新低水準；一年前同期，該值為
4.40%。房貸數據分析公司Black Knight指出
，約490萬名借款人有資格獲得融資（重新貸
款，下同），減少至少0.75%的利率。

“當進入春季購房季節時，利率的變動
肯定會影響購買力和住房需求，但它幾乎在
一夜之間對再融資的部分產生了巨大影響。
”抵押貸款數據公司Black Knight的研究人
員在月度報告中寫道，“再融資量在2018年
末開始大幅下降，如果房價和房地產市場長
期保持這一水平，這對房地產市場和再融資
市場來說都是一個改變。”

15年期固定利率貸款利率為3.57%，5年

浮動利率期貸款利率為3.75%。在30萬美元
的房屋抵押貸款中，從貸款利率 4.81%到
4.06%的再融資可以讓房主每月節省133美
元。60萬美元的貸款則可以節省兩倍，每月
或省下267美元。

另外，房產成交手續費（Closing Cost）也
是一個重要因素，一般來說該筆費用在貸款
期限內分期償還。但對那些不打算保留房子
多年的房主來說，再融資節省不了太多錢。

過去兩年由于利率上升，貸款人失去了
大量的再融資業務。2016年夏季，30年期固
定房貸利率跌至3.5%以下，之後開始大幅上
漲；再融資亦從懸崖上下跌，由于缺乏業務，
幾家銀行不得不縮減規模。

隨著利率的下降，借款人不僅可以通過
再融資來節省資金，也讓更多的借款人符合
資格，獲得資金。

對于買家和再融資者來說，評估（Ap-
praisals）一直是房地產市場的一個問題。房
價漲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評估沒有跟上
。不過，由于房價正在降溫，那就這類問題也
就不那麼經常出現。

另一方面，隨著房價下降，對于尋求“房
屋抵押換現金”再融資的房主來說，他們可
以兌取的金額也正在減少。去年，無論是通
過首次抵押貸款再融資、還是第二次房屋淨
值貸款，房屋所有者的房屋銷售額都大幅下
降。但是，隨著利率降低，這一現象可能會改
變。

Black Knight執行副總裁本‧ 格拉博斯
克（Ben Graboske）說，“上一次利率處于這
個水平時，房屋抵押換現金的可用資產淨值
率比去年第四季度的比率高出25%以上，這
表明接下來幾個月裏，房主通過房屋抵押貸
款的情况或將明顯反彈的情况或將明顯反彈。”。”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國新聞美國新聞

490490萬房主可節省貸款費萬房主可節省貸款費
美國房貸利率降至美國房貸利率降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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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屋過戶介紹
房產過戶是美國房產交易中最後的步驟，買主有權選擇過

戶托管公司公司，保證買主得到合法產權。如果你不知道找誰
，經紀人會向你推薦。

房產交易中的買家和賣家所訂立的產權轉讓條款，交由第
三方，也就是過戶托管公司監督執行。 過戶托管專員屬於獨
立中間人，負責保管所有交易相關的資金，指令和文件，包括
定金，新貸款及貸款文件等，是交易中各方的共同指令得以遵
守的橋梁。

過戶托管員會檢查產權史 (Title Search)，查明賣主確實
擁有產權。最長要查40到60年的歷史，各個州有自己的規
定。如果查出問題，要把問題解決了才能過戶。產權檢查還
能發現與房產有關的債務，比如拖欠稅金，貸款，裝修費等
。這些債務會跟著房子走，所以在過戶前一定要賣主把它們
清除掉。如果沒有問題，過戶托管公司會到當地土地管理局
把房契登記在買主名下。為了防止意外，貸款銀行還會要求
買主為貸款銀行買產權保險 。屋主自己的產權保險，買主
有權決定買或不買。

買美國房子進行過戶，有個過戶日。過戶日是在買賣雙方
達成協議時在合同中便事先約定好的，當然，如果雙方都同意
時，也可以在這個日期之前過戶也沒有問題。

2. 過戶前準備
過戶前一個星期，貸款的買主須落實房屋貸款。如果房貸

利率還沒鎖定，要馬上鎖定，以免過戶時來不及辦理。還要根
據過戶公司給的過戶費清單 (HUD-1) 草稿，把過戶費準備好，
並通知銀行什麼時候要多少錢。

過戶前幾天買方經紀人會向賣方經紀人要房屋檢查時查出
來的問題的修理帳單。一般修理應有90天的保修期，修理帳
單也可以做為保修憑據。買主在過戶前還要把房子重新檢查一
遍。除了看該修的東西都修好了，所有設備都正常運行，賣主
應該留下的東西都在，還要記錄水電氣表的數位。如果發現沒
修好的東西，過戶時一定要與賣主交涉。

在過戶的前一天，過戶公司會給一張精確的過戶費清單，

買主可根據清單上的過戶費，到
銀行開現金支票。現金支票可以
開給買主自己，過戶時在反面寫
上付給過戶公司既可。過戶時還
要帶一張私人支票，如果實際過

戶費超過現金支票數額，再開一張私人支票補齊。

3. 過戶費用明細
在美國買房，除了房價以外，過戶時買家還需要承擔一筆

過戶費用 (Closing Cost)，大約占房價的2%-5%。
一棟50萬美金的房子，過戶費用大概在10000-25000美金

之間。根據近期一項調查，全美房屋平均過戶費用為3700美
金。

過戶費用並不特指某一種費用，而是涵蓋了所有過戶時可
能會產生的費用。有些費用可以和賣家協商。

貸款相關費用 (Loan Costs)
貸款手續費 (Origination fee)

銀行對于接受貸款申請，審批，準備文件等工作收的服務
費，大約是貸款額的1%。

折扣點數 (Loan discount points)
點數（Points）是貸款人預付的利息，可以用來降低利率

。一個點（Point）相當于貸款額的1%，每個點都可以降低
0.25%–0.5% 的貸款利率。預付的點越多，利率就越低。

申請費 (Application fee)
不是每家銀行都有申請費，最多500美金。

房屋估價費 (Appraisal fee)
房屋作為貸款的抵押物，銀行需要請專人來評估房屋的價

格。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房屋評估費用不一樣，大約
300-500美元，買家可以和賣家商量平攤這部分費用。

信用報告費 (Credit report fee)
銀行需要請信用服務機構來審查買家的信用記錄，大約

20-25美元。

洪水認證 (Flood certification)
這筆費用將用來確定房屋是否在洪水區

(Flood Zone)，一般在15-20美元。如果是，銀行
會要求買家購買洪水險 (Flood Insurance)。

產權相關費用 (Title Charge)
產權檢查費 (Title Search)

付給產權公司用來檢查房屋的產權史，確保賣
家確實擁有產權，也沒有任何與此房產有關的債務
，例如拖欠房產稅，拖欠貸款等。

產權保險費 (Title Insurance)
銀行會要求買家為貸款銀行購買產權保險，以

免之前的產權檢查出錯。買家也可以為自己購買產
權保險。產權保險費根據貸款額決定，一般是由買
家支付，買家可以和賣家商量平攤這部分費
用。

文件公證費 (Notary Fees)
大約50-120美金。

律師費 (Attorney Fees)
付給律師審核過戶材料的費用，並不是每個州都需要，大

約300-500美金。

預付費用 (Pre-paids)
過戶費中有些費用是一次性的，而有些費用是房屋持有期

間需要持續支付的，例如貸款利息，房屋保險等。過戶時通常
需要預付一部分在銀行的托管賬戶 (Escrow Account) 中。

屋主保險 (Homeowners Insurance)
保賠因各種原因（火災，盜竊等）對房屋和個人財產造成

的損失，通常不包括洪水和地震。在過戶時通常要預付第一年
的保險費。

預付利息 (Pre-paid interest)
過戶那天到首次還款日中間產生的利息。假如房屋是在4

月10日過戶的，那買家需要付給銀行剩下20天的利息。

4. 過戶時所需材料
美國房產過戶時要帶有效證件，比如駕照或帶照片的身份

證。外國人帶護照。還要帶銀行開的現金支票和私人支票。一
般過戶要一個小時，主要的要做的就是簽字付費等。

過戶公證員
先把過戶費清單
過一遍，如無異
議，則賣主和買
主簽字。簽完字
後，買主把支票
交給過戶公證員
，過戶公證員把
所有簽了字的檔
拿去複印，交給
簽字人一份。最
後賣主把鑰匙交
給買主，房子就
是 買 主 的 了 。
（文章來源：美
房吧）

美國房產交易中最後的步驟美國房產交易中最後的步驟：：
購房過戶明細購房過戶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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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美國房產投資展望白皮書年美國房產投資展望白皮書
上

2018-2019年，受全球經濟復蘇趨勢放緩影
響，長達10年之久的全球房地產市場繁榮時期
正在走向拐點，全球房地產市場享受流動性盛
宴的曲終時刻正在來臨。

受到經濟增長放緩、各大央行加息，全球房
地產市場高熱正在退去。中國社科院最新的報
告認為，全球房地產市場受到全球經濟復蘇基
礎不穩固、各國貨幣政策衝突以及美國與其它
經濟體之間的潛在經濟衝突，導致全球房地產
住宅市場存在地域上的不均衡。

未來，將如何看待美國房地產市場，中國投
資者應把握怎樣的機會，讓我們一起探討。

一、2018年美國房地產綜述

1，房地產市場總值增加
全球流動性盛宴製造的一大市場是美國房

地產市場。2008年次債危機之後，美聯儲開啟量
化寬鬆政策，人們忘卻了最近一次危機的由來，

再一次加入財富增長的快車。美國房地產市場
2012年開始連續6年的大牛市，美國聯邦住宅供
給機構監察辦公室（OFHEO - HPI）發布的房價
指數和美國標準普爾20大中城市房價指數顯示
已突破歷史新高，房價觸及2008年金融危機時
期水平。

2015年之後，美聯儲停止量化寬鬆，並開啟
加息周期，截止到2018年12月，美聯儲進行了9
次加息，由0.25%上調至2.5%，每輪25個基點。
美國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一度升了5.17%，創下
2009年9月以來最高水平，這令購房者習慣4%
利率水平來說，購房壓力遞增。

最新發布的美國標普CoreLogic凱斯-席勒
數據顯示，美國20個大城市房價2018年10月份
同比上漲5.03%，連續七個月持續下降。彭博社
報道認為，在抵押貸款利率走高和房價上漲雙
重壓力下，需求端出現疲軟跡象。高盛在其報告
中認為，2012年至今的美國房地產大牛市已經
結束，接下來進入低速增長的階段。“2019年儘
管面臨逆風因素，我們依然預計房價總體軟著

陸。”
從買家來看，購房者

面對利率水平升高的背景
下，意味著買得起房的人
在減少。當美國30年期抵
押貸款利率突破6%時，意
味著典型買家將難以承受。美聯儲有可能在
2019年加息三次，美國房地產研究機構Zillow預
計利率將至少達到5.5%，高于2009年時期。

Zillow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住
房市場總值增加了1.9萬億美元，達到33.3萬億
美元，增速6.2%。截至2018年12月，美國房屋價
格的中位數是22.28萬美元，高于2007年高點的
20萬美元，與此輪房地產復蘇2012年低點14.86
萬美元相比，上漲超過50%。

2，房價上升速度放緩
2018年上半年美國房產市場還表現得异常

火熱，房屋庫存短缺，房價上漲快速。表現最為
突出的城市是西雅圖，2018
年1月時整個西雅圖都在猛
漲：北部地區房屋價值增長
28％，西雅圖市區增長了
19％，東部增長了18％，金縣
南端增長了11％到 17％。而
灣區由于一直供小于求，房
價也一路高歌。

根據 Redfin 的數據顯
示，截至2017年 12月底，全
美房價中位數$28.7萬，環比
下降 1.3%，同比增長 6.8%。
CoreLogic的數據預測，全美
未來一年的房價還將持續
上漲4.2%。

到了2018年年中，Red-
fin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
6 月底，全美房價中位數
$31.3萬，環比增長2.6%，同
比增長5.7%。5月全美房價
中位數$30.5 萬，環比增長
1.0%，同比增長6.0%。

到了2018年底，房市不
同于年初，據Redfin的數據
，截止 12月，美國房屋中位
價為$29.0萬，環比下降1.6%
，同比增長1.2%，這是近幾年
最低漲幅。

Zillow的最新數據則顯
示出另一種走勢，截止2018
年12月，美國房屋中位價為
$22.39 萬，同比去年增加
7.6%。租金同比去年增加
1.4%，是2018年 6月以來最

大年度漲幅。
不同的數據來源顯示出的房價漲幅不同，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房市在2018年底確實放
緩了，銷量下降，房價也有所回落。

Redfin的具體房價數據顯示的全美十五大
房產市場如表一。

是什麼因素導致房市降溫？2008年的金融
危機導致了房屋價格大跌，現在是否會再來一
輪暴跌？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情况並不會發生。目前
美國經濟仍表現良好，就業增長強勁，工資增速
加快，美聯儲預計2019年加息4次，所以發生經
濟衰退可能性很小，不過經濟增速會放緩。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了美國房市降溫呢？
除了宏觀經濟國際貿易等問題，從另一個角度
解釋，價格的變化受供求關係影響。美國房價發
生回落是發生在銷量連續下降之後，在2018年
上半年，房市异常火熱，有能力買房的人都努力
買了房，賣家出售房屋也極容易，溢價出售是常
有的事，所以這也就順利推高了賣家對房屋價
值的預期。

到了2018年下半年，房價越來越高，隨著利
率上升，購房成本越來越高，不少原本在購房邊
緣的人被擠出市場，導致這部分人被迫選擇放
弃購房，繼續租房生活，再加上中國外匯管制再
次收緊，來自中國買家也有所減少，因此美國房
屋銷量也隨之下降。原本所有房屋都好賣，現在
，只有好房好賣，而原先跟著被炒起來不值其售
價的房屋則不得不降價才能售出。最明顯的例
子就是西雅圖，雖然有36.4%的房源降價銷售，
但仍有21.7%的房屋高于標價售出。

對于2019年美國的房市會如何發展，各大
權威機構也給出了答案：房價增長將放緩，增長
在3%左右。這種放緩有積極的一面，那就是它
會冷卻之前過熱的房產市場，降低房價大幅下
滑的風險從而使美國房價上升周期更持久。
((待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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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4.5浴，6156尺 高級大洋房。 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899,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469,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近購物中心。僅售 $398,000.
4. 西南區, 平房, 4房2浴，1車庫，2,812 sqft。僅售$165,000. 可立即入住.
5. 近Galleria, 3房二浴, 2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銹鋼廚具, 瓷磚地板。僅售 $380,000.  
6.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3房3.5浴, 二車庫, 三層樓洋房。僅售 $325,000.  可立即入住.
7. 西北區, 4房3浴，2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173,5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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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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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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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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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美國房地產的比較優勢
1）美元計價

美國房產的第一個優勢，是以美
元計價。美國是全球各大經濟體中唯
一一個現在實施緊縮政策，也就是減
少印鈔和貨幣流通量的國家，包括現
在的加息和縮表都是在減少美元流動
性。而中國是和美國做反向操作，在
2018年底，中國出了TMLF定向中期
借貸便利，之後是定向降准，一直到
2019年初的全面降准，是和美國反向
的貨幣政策。

中國2018年上半年還在宣傳降
杠杆，因為地方政府債務過高、房地產
企業的債務率過高，會出現很大泡沫。
但是通過降了半年的杠杆，發現中國
的消費指數、投資指數都降到2008年
金融危機以來最低點，甚至有些指標
已經比金融危機的時候還要低。

所以2019年初時就轉變了方向，
從去杠杆轉變為保增長。2019年很有
可能是中國還要繼續擴大流動性的一
年。所以，人民幣今年承受的匯率壓力
會可能越來越大。短期看人民幣匯率
取决于中國短期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以及美國的加息節奏。

但是從中長期來看，需要看中國
GDP總量和中國貨幣流通量M2的比
值。中國GDP總量 12.2萬億美元，M2
的總量已經超過180萬億人民幣，大
概折合將近27萬億美元。也就是說，
中國印2元多錢才能生產1元錢的東
西。而相比較美國的GDP總量，2018年
已經突破20萬億美元，但美國的M2
總量只有14萬億，美國差不多印0.75
元就可以生產1美元東西。

而且美元是全球流通。美元就算

印多了，也可以把美元分散到全球各
地交易石油、交易黃金、交易各種大宗
商品。但人民幣卻不能直接結算，人民
幣只能在國內循環。國內一般會找一
個蓄水池，把多印出來的人民幣存在
裏面，這個蓄水池就是中國的房地產。

有的意思是，中國的M2貨幣流通
量可以買下全世界。2016年的時候，中
國的M2總量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加日
本的所有的GDP。2018年中國可以買
下美國加所有歐盟國家的GDP總量。
如果人民幣繼續保持現有的匯率，然
後按照現在每年8%至10%的M2增速
印錢的話，在10年以後，中國的流通
貨幣都可以把全世界的GDP全買下來
。

這樣顯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未來
中國的印鈔速度，一定會慢下來。但如
果停止下來，代表中國的房地產泡沫
就會被擠破。

潘石屹提及了中國房地產數據，
認為中國房地產的市值總額大概450
萬億人民幣，相當于美國加歐洲加日
本這3個地方所有的房子的總市值。

表二是全世界房價排名前11位的
城市，其中有5個是中國城市，香港，
北京，上海，深圳，還有廣州。排第1位
的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是因為惡性通
貨膨脹，貨幣貶值96％。

正常發展的城市裏前10位就有5
個是中國城市。還能看到很多不合理
的數據，比如房價收入比，像北京，需
要不吃不喝，拿平均收入的人工作
44.34年才能在北京買一套均價房，即
便是廣州也需要23年。

再看租金回報率，房子需要出租
多少年才能回本。北京需要70年，上
海需要62年，深圳需要73年。

再看房價排名(表三)，最後這些城
市全都是美國城市，包括一些大城市
像達拉斯，休斯頓，拉斯維斯。基本上
在這些城市，平均家庭收入兩年多就
可以買一個均價房。休斯頓平均需要
2.3年，休斯頓平均家庭收入大概就是
不到六萬美元，平均房價也就十幾萬
美元。租金回報用6.97年就可以回本。
這是毛租金，這些城市都有房產稅的。

即便美國的房子如此便宜，美國
房屋持有率只有65％左右，依然是有
35％的人選擇去租房而不買房。這個
就是完全供需平衡狀態，靠市場需求
來引導房子的價格和買賣。

但是中國即便房價這麼貴，房屋
自有率超過90％，也是因為在過去20
年中國GDP和M2增速最快的階段，能
夠趕上這些增速的就只有中國的房價
。即便中國物價漲了很多，但是和M2
增速20年翻了31倍這個速度來比，還
是遠遠不及的。只有在中國買房子基
本上能達到這個水平。

中國面臨最大問題是居民杠杆率
問題。居民杠杆就是貸款總額，基本占
居民收入總額的比例是100%，與美國
的狀態差不多。但美國很多貸款是短
期貸款，信用卡或者車貸，學生貸款，
但是中國90%的貸款都來自中長期購
房貸款。

這樣的狀態對未來消費能力的透
支是非常大的，而且未來10年是中國
老齡化進程最快的10年，到時候全社
會對福利的需求將更大。未來中國經
濟想要靠消費來拉動則非常困難，這
也是未來中國房地產可能受制于經濟
發展的原因之一。

除了美國房產便宜，投資屬性比
較好之外，美元對人民幣的升勢依然
處在長期上漲通道。從2014年到2018
年底，美元對人民幣的走勢，從6上到
7。隨後中國觸動逆周期因子又回到了
6.2，這期間用3年的時間。但是在2018
年時，只用了半年的時間又從6到了7
，現在又到了美元加速上漲的時間點，
中國人民幣承載的壓力也是非常大。

2）透明度高
美國房地產另一個優勢是透明度

高。在美國買房子，不太容易受騙，如
果用心去做調查，即便是在中國去買
美國的房子，即便不去現場看，也很難
受騙。

美國房子周期性比較強，通過遵

循一些久遠的
歷史數據，可
能 100 多年的
歷史走勢來判
斷美國的房產
周期。美國房
產數據的統計
包 括 標 普 凱
西-席勒指數，
美聯儲也會提
供從1970年至
2018年每個城
市的房價走勢
圖。

標 普 凱
西-席勒指數(
圖一)，統計了
1890年到2018年，指數是美國的平均
房價按照1890年是 100來計算。在抵
消掉通貨膨脹因素以後，房產價值從
1890年到2018年，美國的房價在算上
通貨膨脹因素以後他增值了94.96％。

美國近100年均通貨膨脹率大概
3.5％，也就是說，美國在最近的100年
物價翻了31倍，房價比物價多增值了
94％，也就是房價翻了60倍。如果這
樣倒推回來，每年的房價淨收益率大
概是4.2％，可見美國房子的投資屬性
就是這樣。長期看他就是比通貨膨脹
水平高一點，但是絕對不會像中國房

地產一樣，最近20年翻了20倍，這是
不太可能出現的。

如果要想投資短期內就翻幾倍房
地產，只能找前沿市場的國家，例如菲
律賓，柬埔寨。但是缺點是想找到好的
投資品是比較困難的，他們沒有很好
的歷史數據統計，收益和虧損的放大
效應比成熟市場都會大一些。

資產量比較大的投資者，可以分
散投資，包括像美國、英國這類成熟市
場，像泰國或者中國這類新興市場投
一些房地產，然後在前沿市場，像菲律
賓、柬埔寨、越南，甚至孟加拉這類國
家都可以布局一些。(待續)

I/房地產專日/190409A簡 房地產現況 中

20192019年美國房產投資展望白皮書年美國房產投資展望白皮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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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久產權和非CRS國家
美國房產另一個優勢是美國房產是永久產

權，再加上美國是非CRS國家。美國是在2010年
建立了FATCA系統，但是它只是針對美國人在
海外收入徵稅，而其他國家人在美國的投資收
益不用報送。

大部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都已經加
入CRS體系，沒有加入到的包括美國、泰國、菲
律賓、越南，實際上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

4）特朗普紅利
美國房產還有一個優勢就是特朗普紅利，

特朗普上臺之後有很多的政策，都是讓美國更
強大。這種政策對美國房地產也是比較大的利
好，並導致了他上臺之後房地產持續火爆。

但2019年因為美國加息以及全球貿易摩擦
，可能會對美國房產和整個美國經濟構成一定
的威脅。

特朗普上臺之後，第一件事，就退出了巴黎
協定，2018年，美國已經超過沙特，成為全球第
一大的石油產地。第二就是限制非法移民，包括
美國政府關門，也是因為特朗普要修邊境墻。這
是表明一種態度，要保護美國人的利益。第三是
製造業回流，現在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達到了50
年新低。美國人都能找到工作，收入又能上漲。
對于整個房地產市場是利好的。第四是減稅，減
稅政策是特朗普在2017年時送給美國人的聖誕
禮物。最後就是貿易保護。

比較稅改前和稅改後，個人免稅額由原來
的6350美元上升到12000美元，家庭免稅額由
原來是12000美元提高到24000美元。最低的設
立門檻由 10％上漲了 12％，表面上看是 0 到
19050美元收入的家庭稅率高了2％，但是如果
再看免稅額還漲了12000美元。

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可支配收入還是增

長了。對于中等收入家庭而言，它的稅率優惠是
最大，77400美元到90000美元收入家庭，稅率
是從25％下降到了12％。100萬美元以上收入的
家庭的基本上不變。

特朗普稅改大概可以為美國人節稅1.5萬億
美元。企業所得稅也從35％降到了21％，尤其是
鼓勵美國企業把外國掙的錢轉回美國、鼓勵製
造業回流、美元回流。當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上
漲，再加上美國的海外收入大量地匯回美國，對
于整個房地產市場無疑是利好。

4，中國投資者持續成為最大買家
2018年，中國對美國商業地產的淨購買量

降至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但因人民幣對美
元下跌，即使賣家以低于買入價的價格出售，在
將收益轉換成人民幣後，仍有可能獲利。

1）中國投資者依然是美國房地產市場最大買家
橫向來看，中國投資者連續第6年成為美國

房地產市場的最大買家，在數量和金額方面都
是如此。如今中國投資者正將觸角擴大到新的、
更低的價格層次。

2018年中國對美國商業地產的淨購買量降
至201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原因是在經濟增長
不斷放緩的時期，中國政府繼續向中國投資者
施壓，要求他們把現金撤回國內。

Real Capital Analytics 的數據顯示，2018
年第4季度，來自中國大陸的保險公司、企業集
團和其他投資者淨賣出了8.54億美元的美國商
業地產。這標志著中國投資者對美國商業地產
的出售量連續3季度超過購買量，這是中國投資
者首次在這麼長時間內拋售美國房地產。

2018年的後3個季度與前5年相比出現了
巨大的逆轉。在過去5年裏，中國投資者進行了
大規模的收購，經常輕鬆地以高于其他投資者

的價格收購美國
的豪宅。他們花
了數百億美元在
豪華酒店上，比
如紐約地標性建
築華爾道夫酒店
（Waldorf Astoria
），芝加哥耗資近
10億美元的摩天
大樓開發項目，
以及加州比弗利
山 莊 （Beverly
Hills）的 豪 華 住
宅項目(圖二)。

中國最大的
海外房地產投資
者們正在拋售同
樣寶貴的資產，

或者至少通過向新的合作夥伴出
售股份，來減少在美國的資產。

2018年的轉變反映出，中國政
府為穩定人民幣匯率、減少企業債
務，通過限制某些海外投資來遏制
中國經濟放緩所做的努力。一些中
國開發商在國內面臨著信貸緊縮的局面，他們
通過出售在美國的部分房產來籌集資金。分析
人士認為，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不斷升溫的貿易
和政治緊張關係，也讓中國企業放緩了美國投
資。

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降至1990年以來的
最低水平。6.6%的GDP增長率，部分是由于中國
與美國的貿易衝突仍在繼續，以及中國解决債
務問題的努力。

Real Capital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投
資者淨購買了26.3億美元的美國房地產，是6年
來的最低水平。中國人一直在出售他們在美國
的房產，而新購房者卻越來越少。美國全國地產
經紀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7年4月到2018年3
月，美國華人購房數量同比下降4%。經濟學家
說，這一大幅下滑反映出房價上漲、美元走強以
及中美關係緊張。

中國政府近期內不太可能放鬆資本管制，
分析師預計，中國投資者將在2019年繼續拋售
美國房地產。

房地產諮詢公司Rosen諮詢（Rosen con-
sulting Group）合夥人Arthur Margon在談到中
國的匯率控制政策時說，“中國還沒有穩定下來
，所以拋售時間表將會延長。”

幾年前，中國政府放鬆了對外國投資的限
制，此後中國開始大舉投資美國房地產市場。一
些中國投資者被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回報所
吸引，並將其視為分散投資的一種方式。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一些中國買家更感興
趣的似乎是，收購那些他們認為能夠帶來聲望
和政治影響力、並有助于推動其品牌在全球擴
張的豪宅。雖然中國買家在美國主要城市的購
房活動中所占比例從未超過一個百分點，但他
們開出的大額支票推高了某些市場領域的房價
。

“如果沒有中國投資者，市場就不會有那麼
強勁的推動力，”Margon說。

經紀商和銀行家們認為，其中大部分都不
是廉價出售。即使賣家以低于買入價的價格出
售，在將收益轉換成人民幣後，仍有可能獲利。
自2014年初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下跌約12%。

2）中國投資者興趣轉向回報
一些中國投資者仍對美國房地產市場感興

趣。但他們並沒有追逐摩天大樓或豪華酒店，而
是專注于更為普通的房地產，如倉庫和便利店

等回報更為穩定的小型零售建築。
中國人壽保險最近通過與 Site Centers

Corp.的合資企業收購了位于喬治亞州瑪麗埃塔
和查爾斯頓等地10個購物中心的80％股權，該
公司估值約為6.07億美元。

房地產諮詢公司Cushman＆Wakefield中
國直接投資高級董事總經理McKinny表示，雖
然超過10億美元的交易現在看起來已是過去式
，但仍有中國投資者對售價不到3,000萬美元的
房地產項目感興趣。

“與以前相比，現在的投資者更看重回報
（而非僅僅是聲譽），以前他們會說，我想擁有紐
約市中心或舊金山市中心最昂貴的建築”。

3）中國投資者擴大觸角
轉移對摩天大樓的興趣並不意味著放弃或

退出。橫向來看，全美房地產經紀商協會（NAR）
的數據表明，中國投資者連續第6年成為美國房
地產市場的最大買家，在數量和金額方面都是
如此。如今，他們正將觸角擴大到新的、更低的
價格層次。

舊金山房地產經紀人Michi Olson關注上海
的國際房地產展會。他表示，今年與往年最大的
不同是價格。最初，富有的中國買家在美國購買
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房產，全部是現金購房。現在
，越來越多的中國中產階級買家正在尋找價格
較低的住房，更頻繁地使用抵押貸款。

Olson表示：“中國人仍將美國看作是一個
安全港，在這裏他們可以把自己的資產存起來，
不僅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他們孩子的未來。”

舊金山地區的幾家銀行專門為中國買家提
供服務。根據房地產經紀人的數據，一套賣給中
國買家的住宅價格中值從2017年的53萬美元
降至2018年的43.9萬美元。儘管加州仍然是中
國買家的最愛，但他們現在正進軍德克薩斯、喬
治亞和佛羅裏達州的市場。(完)

I/房地產專日/190409A簡 房地產現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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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
美國教育美國教育？？

儘管有大量的文章和書籍在介紹美國教育，
也有相當一部份的學者和普通家長在中美教育
之間做著對比。無論大家如何努力，悲觀地說，
這一切的對比和思考基本都屬於紙上談兵。不
可置辯的事實是，中國根本就無法複製美國教
育。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有句話說得好，事實
勝於雄辯，我用幾個簡單的事實來說明一下這
個命題。

比如說，我們都覺得美國中小學課堂教學靈
活，而中國課堂相對死板。美國學校的靈活教學
，和美國學校的課堂設置大有關係。在美國中小
學，每個班級的人數大約是25名左右，而中國學
校的班級人數是多少？大概是美國課堂人數的
兩倍吧。美國課堂學生少，老師就有可能和學生
有更多的機會互動，課堂教學也就相應地靈活
起來了。而在中國，你讓一個老師對付50多個學
生，如果中國老師想和全班同學互動，一節課就
那麼點兒時間，一旦互動起來，估計老師就沒什
麼時間講課了。中國學校的課堂設置，決定了中
國中小學的教學只能是填鴨式的，美國學校的
靈活教學法，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說，美國中小學沒有固定的教材和課
本，美國老師佈置的作業，經常要求學生去圖書
館借書找資料。美國學校對教材的大撒把，和形

形色色的美國圖書館有關。根
據美國圖書館協會的統計，全
美約有各類圖書館12萬個，平
均每2500人就有一個圖書館。
其中公共圖書館8956個、大學
圖書館 3793 個、學校圖書館
98460 個、特別圖書館 7616 個
（包括公司、醫學、宗教、法律、
財經等圖書館）、軍事圖書館
265個、政府圖書館1006個。

在美國，各類圖書館就是美
國學生讀不完的教材和百科
全書。即使美國老師不用統一
的教材，美國學生也可以在圖
書館找到答案。請記住這個數
據吧：平均每2500個美國人就
有一個圖書館。這個數據，在
中國無異于天方夜譚。中國社
區圖書館的不普及，藏書有限
的中小學圖書館又不能為所有的學生提供需要
閱讀的書籍，這就決定了中國學校必須要有統
一的教材。

再比如說，美國孩子普遍喜歡運動，而中國孩
子的課外運動時間卻很有限。中美學生之間在

運動方面的不同，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
一•和美國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國孩

子的作業量大，這就決定了中國孩子在課餘時
間的主要任務是應付作業，換句話說，中國孩子
沒時間搞什麼課外運動。

二•再換個角度說，美國孩子愛運動，這和美
國社區公園的設置有關。在美國，公園不
僅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弄草的地方，至
少在我們這裡吧，一年四季，社區公園都
有為孩子們安排的各種課外體育活動。

比如我的孩子們就在社區公園學過打
網球，學過划船，學過踢足球。這種社區
公園的課外活動，離家近，學費低廉(居民
納稅的結果)，註冊方便。社區公園的各種
體育活動，一年四季都有專門的活動預
告和介紹。在報名前後，課外活動的小冊
子會及時寄到每個居民的家中，供家長
和孩子們選擇之用。值得一提的是，這樣
的社區公園，並不是美國大城市的專利。
在我們居住的小鎮，孩子們就能享受到
社區公園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在中國，
能有多少這樣的公園可以為孩子們提供
這種離家近價格低廉的運動場所呢？

又比如說，美國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
通過校外活動來完成。教堂，童子軍，女
童軍，都可以向美國孩子灌輸各種優秀
的為人品質。即使美國學校不上政治課，
不學白宮文件，美國孩子也會在校外的
各種活動中得到人生的指導。寬容，誠實
，有愛心，尊敬並服從父母，這些品質是

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經常講述的內容。吃苦耐勞，
對人有禮貌，助人為樂，善於和他人合作等等，
是童子軍和女童軍需要習練的本領。美國孩子
在這樣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過日復一日的薰
陶，至少會達到聊勝於無的效果。眾所周知，宗
教和男女童軍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市場，美國課
外教育中的這部分，中國完全不能複製。

通過這些簡單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基本
的事實：在德智體幾方面的訓練，中美孩子經歷
的過程都不一樣。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結果，
造就了外在和內心都不一樣的孩子。比如某些
中國孩子從小就知道長大以後掙大錢買豪宅，
而某些美國孩子從小就希望長大以後去非洲幫
助難民。

美國孩子運動時間多，性格開朗，也愛笑。而
中國孩子在大量作業的壓力下，內心緊張，難展
笑容。在不同的教育體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觀
也不一樣，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也就相應地有
所不同了。比如幾乎沒有哪個美國孩子會因為
沒考上好大學而選擇自殺，即使是社區大學裡
的美國大學生，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卑。

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中國學校根本就無法
複製美國教育，我們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國的大
地上把中國孩子改造成美國孩子的模樣。和美
國教育有關的所有信息，只能供中國家長和教
育工作者參考。教育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只
要社會環境不變，中國的教育就很難有什麼突
破性的改變。立足本國，借鑒美國教育中的積極
因素，才是比較現實的做法. 讓中國學校複製美
國教育，只是個完全不可能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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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求學漫漫長路

據瞭解，赴美讀中學的留學生人數逐年上升，赴美
留學也日漸呈現出低齡化趨勢。那麼，為何選擇在
中學階段赴美留學？中學階段赴美留學又會面臨著
哪些現實問題呢？

為何去“嘗試”是關鍵詞
為何赴美讀中學？不同的學子有著不同的考量

，不同的家庭有著不同的權衡。但他們談到最多的
一個詞是“嘗試”，或想嘗試一下不同的教育方式
，或想嘗試一下獨立生活的滋味，或想嘗試接觸不
同的環境……

施懿珊曾在邁阿密裡維埃拉學校讀中學，現在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我更喜歡美國高中小
班授課的教學模式。他們的教學方式相比於國內更
為多樣，在課上大家會頻繁地開展課堂討論、採用
團隊協作的方式來完成課題。學習氣氛相對活躍、

開放，更適合我。”施懿珊說道。
肖少桂現就讀于佛羅里達國際大學，邁阿密日

落高中是她赴美讀書的第一站。當提及赴美讀高中
的原因時，她說：“在國內讀高二時，學校恰好有
一個與美國中學交換學生的項目，高中的最後一年
可以到美國就讀。仔細考慮後，覺得去美國讀書可
以讓我試著獨立生活，學會照顧自己，以提高自理
能力，於是這就成為我在美國求學的起點。”

怎麼讀“麻煩”也不少
採用學生間相互提問、討論、辯論的上課方式

被稱為“圓桌教育”。這是美國教學理念的一個縮
影，也是他們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手段。但
這樣的教學方式卻讓不少初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無
所適從。“剛到美國讀中學時，我最害怕上的就是
討論課，因為老師會讓每個學生都發表看法。但我

的 口 語 很
差 勁 ， 又
不 是 一 個
善 於 表 現
自 己 的 人
， 經 常 一
發 言 就 鬧
出 笑 話 。
這 讓 我 感
到 很 尷 尬
，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司徒智強說道。

據他介紹，美國中學採用學分制，由學生自主
選修課程，但選課前務必要將這門課的情況詢問清
楚。司徒智強說：“剛到美國的第一學期，我曾選
修過歷史課和音樂課，但事先並不清楚這兩門課的

難 度 。 一
學 期 下 來
， 聽 懂 的
部 分 非 常
少 。 所 以
選 修 哪 些
課 一 定 要
考 慮 自 己
的 實 際 水
平 ， 不 能
盲 目 地 選
擇 難 度 大
的 課 程 。
”

在 生
活 上 ， 赴
美 讀 中 學
的 留 學 生
也 會 面 臨
不 少 困 難
。 美 國 法
律 規 定 ，
未 成 年 人
若 是 沒 有

家長或者監護人的照顧，不能獨自在外租房。所以
大多數學子會選擇寄宿在當地家庭中，但寄宿生活
並不意味著高枕無憂。

選學校 學長可請教
學子赴美讀中學的第一步就是擇校。肖少桂說

：“美國的公立中學只允許留學生讀1年，剩下的3
年要到私立中學就讀。所以在挑選中學時，最好直
接選擇私立中學，以省去轉校的麻煩。”據她介紹
，在赴美讀中學不斷升溫的當下，一些濫竽充數的
中學和“黑中介”也層出不窮。“挑選中學一定要
謹慎，要擦亮眼睛。因為美國有些私立中學收費
‘虛高’，收取昂貴的學費卻不能保證師資配備、
教學質量。浪費錢倒是其次，浪費的時間可討不回
來。對有關信息多方瞭解是關鍵。若是不放心，不
妨將申請留學的手續委託給正規的中介機構辦理。
當然，這之前要甄別中介的資質。”肖少桂說道。

司徒智強感慨地說：“到美國讀中學只是一個
開始，大多數赴美讀中學的學子會選擇繼續留在美
國讀大學。因此，學習的時間跨度可能長達8-10年
，這期間家庭得支出一筆非常大的開銷。開弓沒有
回頭箭。我個人建議，不妨先申請旅遊簽證，去心
儀的中學‘考察’一番。畢竟環境對人的影響非常
大，當地治安、民風、學校學風等因素都會影響到
留學結果。”

“美國中學的課程成績是按整個學期的綜合表
現來給分的，由考勤、平時作業、小測試以及階段
考試等幾個方面組成，不是‘一考定終身’。所以
，若想取得好成績，就得在平時付出相當多的精力
，指望‘臨時抱佛腳’是行不通的。”司徒智強補
充道。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0422B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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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留學生在美國：成績比
國內好，逢年過節最難熬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小留學生遠赴重洋來
到美國讀初中、高中。根據《2016中國留學白皮書
》顯示，中國赴美低齡留學生的年齡已開始呈現出
越來越小的趨勢，赴美留學的大潮已從本科、研究
生提前到了中小學階段。

美國中文網報道：洛杉磯時報消息，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中國小留學生遠赴重洋來到美國讀初中
、高中。根據《2016中國留學白皮書》顯示，中國
赴美低齡留學生的年齡已開始呈現出越來越小的趨
勢，赴美留學的大潮已從本科、研究生提前到了中

小學階段。2015年赴美中學生數量達到了2013年的
1.5倍，中國已成為美國高中留學生第一大來源國。

今年年初，南加州三名中國留學生施虐同胞案
宣判，三人被判6年到13年的監禁。涉嫌綁架、毆
打和折磨同學的三名中國留學生翟雲瑤、楊雨涵和
章鑫磊，於今年1月5日與檢方達成認罪減刑協議，
三人分別獲刑13年、10年和6年。這起案件令人們

更加關注在美小留學生
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

許多家長覺得，自
己為孩子付出了許多。
其實對於小留學生來說
，他們也犧牲了許多.

留學生活是否適合
，與每個孩子的性格、
愛好、家庭背景、家庭
教育、知識與經濟基礎
以及個人和家庭的期望
值等都有密切關係。以
下上我們看看這些小留
學生在異國他鄉的成長
和經歷吧。

在武漢時，17歲小
曲（Allen Qu）的成績
是班級中游，在習慣用
成績劃分學生等級的中
國學校裡，他不被老師
重視。最終，他的父母
建議他來美國讀書，他
同意了。小曲來了 San
Marino市一所寄宿學校
讀書。

在這所西南部的中

學裡，他交了新朋友，數學成績很好，而且家庭作
業比國內少得多。學校的食物不太好吃，但週末他
可以和朋友去附近的中餐館吃飯。

小曲熱愛旅行，卻不敢和父母提出。他知道自
己需要做的就是呆在學校裡，申請到好大學。

每個月，他和父母視頻通話幾次，他的母親很
想他，父親忙於經營建材生意，較為疏遠。小曲說
，中國新年是他最想家的時候，但父母並沒有來看
他。

這所學校中，86%學生是國際學生，其中一半來
自中國。國際學生的父母很少出現在學校，也不太
和老師溝通，學校為孩子們安排了“住宿父母”，
以照顧他們平時的生活。

17歲的小胡（Hsu）是一名害羞的17歲男孩，
在美國一所高中讀書。談起來到美國，他說這是父
親的主意，他做的決定。他的父親是中國一個電器
公司總裁，父親詢問他想不想來美國讀中學，他表
示同意。小胡說自己想成為一名牙醫，不過他也表
示，這是媽媽的主意，但他覺得這沒問題。他的目
標大學是加大洛杉磯（UCLA）。

小胡說，他來美國才三個月，新生活由讀書、
籃球和電腦遊戲組成。他也遭遇過歧視，有人朝著
他大叫要他“滾回中國”。在這個私立天主教學校
，他每天和同學老師們一同禱告，儘管他不信教。
他的英語不太好，但成績一直在進步，只有體育和
數學得了B。
小胡說，“我在中國的成績達不到平均分，但在這
裡我高出平均分”。

對此，他的寄宿家庭“家長”周先生表示很開
心，認為其中不乏自己的功勞。但他也提出了自己
的擔憂：“很多中國家長早早把孩子送出國，只因
別人都這麼做。學校如何，寄宿家庭如何，他們瞭
解的並不多，這是很魯莽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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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美國教育是什麼樣
美國教育一直被國際視為標杆和“神話”，然

而真正的美國教育是什麼樣的？中國人民大學
附屬中學特級教師肖遠騎繼推出《告訴你，我知
道的美國教育》之後，又於近日撰寫了後續篇
——《美國教育的秘密》，繼續對美國基礎教育
進行客觀解讀。

畫完畫，中國孩子問“像不像”，美國孩子問
“好不好”

數年前曾讀過一則短文，說中國孩子畫完畫，
經常問老師“像不像”，而美國孩子則問“好不好
”。別小瞧了這點發問的差別。“像不像”是從模
仿別人的角度出發，“好不好”是從自己創造的
角度出發，從這個細微的差別中似乎就能“註定
”他們的人生走向，甚至可以說“兩國孩子將來
人生的不同走向，或許已隱約體現在這不一樣
的‘問’中了”。
“教”美國孩子學畫畫，老師往往不設樣本，而

且不規定模式，讓孩子自由“構圖”，這樣，也就
根本不存在什麼“垘本”，孩子畫的畫也完全是
一種“創作”。正因如此，美國孩子自然也就不問

“像不像”了。而如此培養出的孩子，思維充滿創
造性和活力，日後才可能是開放性和創造性人
才。

又例如，美國五年級學生從寫作文開始，就與
中國同齡孩子不同。中國是一個班級幾十人做
同一個話題或同一個題目，而美國則是每個孩
子自己找題目，他們稱之為找課題（project）。在
中國，“找課題”往往只有對在讀研究生及以上
的人才有要求。自我寫作、自我創作、我寫我思，
這才是真正的作文教學。因此，在美國小學教室
裡，你會看到學生帶來的各種小“玩意兒”，有的
提著一個有小白兔的籠子，而有的拿著小魚缸。
不用奇怪，因為也許他們正在做與之相關的課
題。

由此說來，創新教育從娃娃抓起，這是很值得
我們思考的問題。

美國教育的主要任務是發現孩子的短處，並
竭力彌補

中國教師常常會說，“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
有不會教的老師”，而在美國，教師經常說的也
有一句話：“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
”在美國人的教育觀裡，哪怕是被現行教育標準
公認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實際上也有特
殊才能。

美國教師認為，教育如果專門注視孩子的短
處，那激發的是孩子的自卑。在這樣的觀念之下
，孩子們不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動的位置，而
且往往被挫傷學習興趣，甚至會產生不可改變
的對教育的抵觸心理。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孩子
能力的開發與培養。

為此，美國教育的任務是發現孩子的短處，並
想方設法彌補孩子的短處。美國的小學雖然沒
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
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
無邊無際的知識海洋；他們沒有讓孩子們死記
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

告訴孩子們怎樣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
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
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肯定孩子們的
一切，並努力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
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美
國教師認為，每一個孩子都是富有創造力的生
命，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發現他們的天賦。
“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教育不

僅深刻地作用於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響著
一個民族的命運。國家間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
的競爭，而人才培養的關鍵就是教育。為此，我
們應該有這樣的教育觀。

人的根本素質不是分數能考量的
美國教育界普遍認同的另一個教育觀就是尊

重差異，不僅尊重一般性差異，而且尊重特殊性
差異。在他們看來，人的千差萬別恰恰構成了人
豐富多彩的創造力基礎，而教育的任務恰恰應
該是把人的各種各樣的能量發掘出來，而不能
像可口可樂的生產線，把產品造成一個模樣。讓
每個孩子知道自己的潛能，讓每個孩子建立起
自信，讓每個孩子從事屬於自己也屬於這個社
會的富有個性的創造，這是美國教育為自己設
定的任務。他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孜孜以求。
教育孩子關注每個生命，開掘每個生命的能量。
這是美國在中小學教育目標上的國家意志，起
碼是落在文字上的國家法律。美國教育管理者
都認為，教育是與製造業完全不同的產業。製造
業 需 要 的 是
標準化，只有
標準化，才能
有大工業，而
教 育 恰 恰 需
要 的 是 個 性
化，因為每個
人 是 千 差 萬
別的，開發千
差 萬 別 的 個
性潛能，才是
產 生 創 造 力
的基礎。只有
千 差 萬 別 的
創 造 力 彙 集
起來，才能成
為 推 動 社 會
前 進 的 巨 大
能量。

美國紐約
史 蒂 文 斯 中
學張校長說：

“我相信，一
定 會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人 看
到，人的根本
素 質 不 是 分
數能考量的。
我 們 能 在 多

大程度上幫助學生點亮他們的夢想，讓他們勇
敢地走向未來之路才是真正的以人為本。”每一
個生命都值得敬畏，每一個靈魂都有質感，教師
與學生共時、和諧成長。立足差異，努力尋找成
就感和幸福體驗，守護人性的尊嚴。我們堅信每
一個人都具有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價值，人生
真正的幸福在於在各自的生命道路上尋找自我
，進而超越自我。

歷史科最難，鼓勵孩子的挑戰精神
美國教育鼓勵孩子們的挑戰精神。孩子進入

中學上歷史課的時候，老師甚至會問孩子托馬
斯•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有哪些局限。那
麼，托馬斯•傑斐遜是什麼人呢？他是美國立國
的偉人之一，而且是美國精神的代表。他起草的

《獨立宣言》不僅被視為美國的立國之基，而且
是資本主義最經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然而，老師
的這一聲詢問，起碼讓孩子們去做幾件事情：好
好閱讀甚至要研究一下傑斐遜和他起草的立國
宣言；認真研究一下各種學派對傑斐遜的評價；
調動學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更為重要的是，老
師傳遞給孩子們一種理念：你們可以對世間的
一切進行質疑，進行思考，包括對“神聖”和“權
威”進行自己的思考。我在想，鼓勵孩子們在思
考中質疑權威，可能不僅是在教授一種奇絕的
學習方式，而且是在培養一種非常重要的思維
品質。

我曾經問過到美國就讀的中國孩子，你在美

國最怕的學科是哪一門？他們回答，不是數理化
，不是英語，而是美國歷史。我很好奇，美國的歷
史只有二三百年，怎麼會比中國歷史還難學？學
生說學美國歷史，不僅是瞭解美國歷史，而是理
解美國歷史。例如，老師的作業“公民權利”研究
論文要求寫到3至5頁，打印出來，要雙空行，至
少用3種資料來源（如網上、書籍等），至少有5
句引文。同時，對比以下四人關於黑色美國
（BLACK－AMERICA）的觀點：布克•華盛頓、
杜伯依斯、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在論文
裡，需要把每個人介紹一點，還必須納入貼切的
材料。然後，討論他們關於黑色美國的觀點，要
把想法寫進去，還要把引文或材料來源列出來，
比如某某網頁、某某書。面對這樣的作業，孩子
能說不難嗎？

誰要是認為美國開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
縱學生，是讓學生有機會偷懶耍滑和投機取巧，
那就錯了。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在教育中體現
得十分充分，他們同樣要求孩子們吃苦耐勞和
刻苦奮鬥。美國學校對孩子們高強度思維的訓
練，對孩子們高強度吃苦精神的訓練也是美國
教育中的重要內容。當然，這種訓練更多地體現
在孩子進入中學以後。可能美國人認為，孩子進
入中學後，身體已經發育得更加強健，已經有了
吃苦耐勞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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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美國教育贏
在終點?

中國學生有一種說法是“贏在起點，輸在終點
”。有人說：“中國的基礎教育質量在總體上比美
國好，其佐證之一是中國學生在各種國際性學
科競賽中都能取得比美國學生更好的成績。”但
是，“我們的學校很難培養出頂尖人才”，這也是
很多學生選擇去美國留學的原因。對比中美兩
國的教育，我們需要思量：到底是什麼讓美國教
育贏在終點?

問道：“錢學森之問”
在很多方面，我們都主張向美國學習，但

惟獨在基礎教育領域，一向不屑向其請教。理由
是：中國的基礎教育引人注目的“扎實”，而美國
的基礎教育出人意料的“差勁”。事實果真如此
嗎？

疑問一
在1900~2001年諾貝爾科技、經濟獎獲得

者全世界共534人中，美國有230人，占43%，而
中國人獲獎人數極少。並且美國人獲獎比率還
呈上升趨勢。為什麼美國基礎教育“差勁”反而
頂尖創新如此之多，相反，中國的基礎教育如此

“扎實”而重大創新貧乏？差距為何如此之大？差
距的根源在哪兒？

疑問二
有人統計了1999~2001年世界3所一流大

學與中國6所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一流大學在
《自然》、《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結果是，6
所中國一流大學總和只有20篇，還不及哈佛一
所大學的零頭（399篇）。難道都是基礎“扎實”惹
的“禍”？

美國經濟之所以發達，之所以把諾貝爾獎
頻頻收入囊中，一般公認的解釋，就是美國的高
等教育特別發達。那麼，如果我們繼續追問下去
：為什麼美國的高等教育如此發達？發達的高等
教育與基礎教育之間有無聯繫？如果美國的基
礎教育真的“差勁”到美國人無法忍受，那它又
怎麼孕育如此發達的高等教育？

這些問題與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不謀而
合：“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這是中國教育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
個教育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對比：美國見聞與中國現實
現象一
美國知名大學間競爭激烈的表現之一，就

是看誰能給既貧寒又優秀的學生提供最優越的

條件；而在我國，各大
名校之間拼得最凶的
是爭奪各省市的高考
狀元。哈佛大學每年的
學費收入，主要用於學
生獎學金的發放。在美
國，越是名校，學費越

貴，但獎學金也越多，進名校即意味著享受免費
教育。

在一所號稱美國中學屆“哈佛”的精英高
中，其校長稱，他們私立高中每年學生的學費為
4萬美金，但是錢不夠用，還需要花大量的精力
籌錢。而在我國，相對發達地區的民辦學校每年
每生收費5000元，學校還能盈利。原來，美國這
些精英學校把學費的很大一部分作為助學金和
獎學金，它們靠社會資助而不是學費來辦學。

現象二
美國一私立高中占地 300 多畝，容納了

380名學生。可校長說學生太多了，他期望的人
數是300人，這才能為不同學生提供更為個性化
的教育。

美國私立中學一般不設行政班級，實行走
班制。教師任課實行模塊分割，一般主講一門學
科或一門學科的某一模塊。必修課根據學生學
業水平，分成不同層次的班級，打破年級界限，
實行分層教學；選修課則按照學生興趣、愛好，
在輔導老師的指導下，由學生自主選擇。教師在
自己所任教的教室辦公。學生流動，教師不動，
教室固定的“走班制”，是美國課堂教學的最大
特色。

而在中國，如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深圳，教
育局規定中學每班限額50人，小學45人，事實
上，多數熱門學校班額均超標，一個班六七十人
的比比皆是，很難談得上個性教育。不少民辦學
校的基礎條件較差，只是在一定程度彌補了義
務教育的不足，更談不上優質教育。

現象三
美國基礎教育階段課程設置由學區教育

委員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分為必修課和選修
課。必修課（需要通過高中學業水平測試取得高
考報名資格的課程）與大學招生資格考試接軌；
選修課則五花八門，完全根據學生興趣愛好與
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定。美國知名大學錄
取時特別看重學生在高中時是否上了難度較大
的課程即AP和IB，另外，還十分看重學生的課
外活動。在大學申請表上都有一欄：高中期間參
加過什麼課外活動，參與了幾年，擔任過什麼職
務，得過什麼獎勵或榮譽，獎勵或榮譽是地區級
、州級、國家級還是世界級的。

反思：是什麼讓美國教育贏在終點

把學生看作資產而非產品或顧客
對比中美兩國的教育思想和著眼點，我們

發現，美國教育看似不重結果，不求短期速成，
但卻後勁十足，因為無論私立還是公立學校推
行的教育，是把學生當作一種可以增值的資產。
學生的人生成功是其教育的目標，學校關心的
是學生的整體素質，考量的是學生的學業水平、
課外活動、為人處世、社會參與等關係到學生一
生成功與否的諸方面因素。

而中國不少學校的教育是急功近利追求
短期效果，把學生當作是產品或者顧客，更多的
是讓學生死記硬背書本知識，取得優異的考試
成績，滿足家長社會的階段性要求，而很少考慮
學生的長遠發展。部分民辦學校更是將學生當
作賺錢工具，把教育看成這個世紀最賺錢、最保
險的行業。因此，中國教育就走進了這樣一個怪
圈：小學老師埋怨幼兒園老師沒有把孩子教好，
中學老師埋怨小學老師，大學老師埋怨中學老
師，用人單位埋怨大學老師乃至整個教育系統。

美國頂尖大學像哈佛、耶魯，基本上全是
私立的，主要依靠民間的財源而不是政府的經
費來維持運轉。學校不靠辦班、收學費過日子，
主要經費來源是校友的捐贈。每所名校都有一
筆巨額的捐贈基金，這是學校實力的基礎。

美國教育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讓每一個
才能卓著的孩子有機會接受一流的教育，絕不
能讓經濟條件擋住他們的路，讓低收入家庭的
優秀孩子同樣有機會上精英私立學校。按我們
一般的看法，所謂私立學校，就是從學生身上賺
錢。美國的名校則是向學生身上投資，通過教育
，給學生的心靈留下永久的印跡，奠定他們一生
的事業和生活的基礎。這些學生成功後自會捐
助支持學校的發展。

滿足個性化選擇的精英教育
早聽說美國的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好，但

我一直認為這是謠傳。以我在中國的經驗，私立
學校有兩種：一是貴族學校，收費奇高，培養出
來的孩子從小就自命不凡，牛氣沖天；另一是簡
陋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招生對象是那些因為種
種原因上不了公校的人。可到了美國一看，還真
不是這麼回事兒。在主流評判體系裡，私立學校
的口碑往往超過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因為是自負盈虧，因此，規模上
要小得多。學校規模小，是為了提供更加優質的
教育，讓每個學生享用更多的教育資源。並且私
立學校學費高昂，每年動輒3至4萬美元，這使
得很多中產家庭對私校望而卻步，再加上殘酷
的招生淘汰，很多掏得起學費的家庭也很難輕
易把孩子送進去。基於此，私立學校被稱為“貴
族學校”也就不奇怪了。而我國的民辦學校往往

想的是如何擴大辦學規模，因為它們是靠學費
生存的。

為保住“貴族”的頭銜，或者區別於公立學
校，私立學校就勢必要在軟硬件上強調質量。首
先，私校不論規模大小，師生比例從不會超過1：
10。一個小規模的四年制私立中學一般只有200
到400名學生，而全校有教學任務的老師，最少
也得有40到60名。最大的私立中學，學生也不
超1500人，而至少有200到250個老師“伺候”。

與國內的高中相比，這些學校小而精，每
個學生都能得到老師足夠的關注。同時，為了實
現精英教育，在每一門具體課程的學習中，也要
貫徹小班教學的理念。有一所私立學校，每個教
學班學生不超過10人，甚至只有三四名學生。每
個學生，無論積極與否，上課時都有發言或被老
師提問的機會。

培養“T”型人才而非“孤獨的專業主義者”
美國知名大學十分看重學生的課外活動。

如果一個學生某項成績中等，但課外活動十分
出色，知名大學也會搶。知名大學，如哈佛極看
重一個學生的領導能力，出色的個性以及特殊
的才能。

美國大學的價值取向直接影響其高中教
育。美國私立寄宿高中的學分課程設置主要分
為：必修、選修、榮譽/高級課程。一些知名中學
在整個高中階段開設課程多達300餘門。除了每
個學校規定的必修課外，選修課程的設置可以
看出這個學校教育的多樣性。如有些學校在高
中階段開設建築、寫作、藝術欣賞等諸多選修課
程。

除此之外，AP課程與IB課程也是美國高
中階段的特色課程，尤其是 AP 課程（Advanced
Placement），即大學學分先修課程，其難度相當
於美國大學大一課程。AP課程開設門數越多，
證明這所中學的師資水平越高。AP課程的成績
達到4分或以上(滿分5分)，就可以沖抵大學學
分，美國大學實行學分制，如果修的AP課程多，
在大學裡就可以省錢省時，提前畢業或修一個
雙學位。

如此的課程設置，培訓出來的學生基本都
是T型人才。用字母“T”來表示他們的知識結構
特點，“—”表示有廣博的知識面，“|”表示知識
的深度。兩者的結合，既有較深的專業知識，又
有廣博的知識面，這類集深與博于一身的人才
不僅在橫向上具備廣泛的一般性知識修養，而
且在縱向的專業知識上具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
獨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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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广角

2019 年 中 国 北 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 （简称
2019 北京世园会或北
京世园会） 于4月29日
至 10 月 7 日在中国北
京市延庆区举行，会期
162 天，预计参观人数
不少于1600万人次。

北京世园会园区距
离八达岭长城约 10 公
里，又被称为“长城脚
下的世园会”，围栏区
面积约 503 公顷。北京
世园会办会主题为“绿
色生活 美丽家园”，副
主 题 为 “ 绿 色 发 展 ”

“生活中的园艺”“融和
绽放”“教育与未来”

“心灵家园”，办会理念
是“让园艺融入自然
让自然感动心灵”，办
会目标是“世界园艺新
境 界 生 态 文 明 新 典
范”。主要场馆为“四
馆一心”，即中国馆、
国际馆、生活体验馆、
植物馆和演艺中心 （妫
汭剧场）。另外，中华
园艺展示区设立 31 个
省区市及港澳台展园；
世界园艺展示区将设立
41 个室外展园，包括
34个独立展园和7个联
合展园。

世园花开世园花开长城长城脚下脚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贺贺 勇勇文文//图图

北京世园会的标志性建筑北京世园会的标志性建筑———中—中
国馆国馆，，犹如一柄如意舒展于山水之犹如一柄如意舒展于山水之
间间。。华灯初上华灯初上，，园区夜色璀璨园区夜色璀璨，，美不美不
胜收胜收。。

▲让都市里的人重新回归田园的生活体验馆。

◤竹舍菊圃、古朴自然的江西园。

◥雾气缭
绕、宛如仙境
的湖南园。

◤展示多彩园
艺文化和生活方式
的印度园。

施工人员正在对北京园进行最后修饰。 国际竹藤组织园在大地上形成一个灵动的明眸，被誉为北京世园会的“竹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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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一名男子30年前梦

见一组号码，结果在日前的“强力球

”(Powerball)彩票中凭该组号码一注

独中2000万澳元头奖。

报道称，日前，该男子在澳大利

亚悉尼西南区 Preston 的超市 Wool-

worths附属加油站购买了“强力球”

彩票，而那组号码曾在他30年前的一

个梦中出现过。

他向彩票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我大约30年前曾梦到过那组号码。

那个梦里，我在显眼的地方看到了每

个号码。所以我想，我应该把它们用

在买彩票上。我不知道要买哪一种彩

票，但那些在梦中所见的号码在我购

买‘强力球’时让我中奖了，所以我

认为梦想实现了。”

他还说，打算将中奖一事低调处

理，甚至在中奖 6天后才去领奖，

“我打算给家人一个惊喜。我还未跟

任何人说。我将会把一部分钱用来投

资。我还用这些钱和家人一起在澳大

利亚来一次自驾游，并沿途探访一些

朋友。

30年前梦见中奖号码
买彩票赢2000万澳元

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名40多岁女子为了

减肥，听信一名“另类疗法治疗师”的建

议，连续3星期只喝果汁和水，最终导致

“水中毒”。医生说，该女子脑部可能永

久受损。

报道称，该女子因为听信一名“另类

疗法治疗师”，连续3周只喝水及果汁以

达到减肥的效果。

而她在3周后，体重虽然减至90磅(约

41公斤)以下，但却出现了低钠血症(hypo-

natraemia)导致的“水中毒”，需到医院进

行救治。据报道，这名女子目前正留院接

受观察，但医生表示，该女子的脑部可能

已受到永久损害。

报道指出，在以色列，一般人不需获

取资格证明，就可以自称为“另类疗法治

疗师”。

低钠血症患者通常发生于参加马拉松

等运动的人身上。他们因为大量引用不含

电解质的水来补充水分，使血液中钠水平

大幅下降，从而导致体液渗透到细胞内导

致身体肿胀。而当这情况发生在脑部时，

就会出现脑水肿，严重者还会抽筋、脑损

伤、昏迷甚至死亡。

连续3周喝果汁减肥
女子水中毒或永久脑损伤

澳大利亚宝宝波士顿(Boston Marin

Simich)刚出生不久就因为拥有一头茂密的

头发而在网络上走红。但他的妈妈却非常

烦恼，“波士顿的头发太多了，因此我现

在都是在用天然成分的成人洗发水给他洗

头发。”

报道称，出生于2018年12月4日，现

在仅16周大的波士顿发量比他2岁的哥哥

还要多很多。他的妈妈斯密奇 (Tara

Simich)表示，儿子的浓密头发基因应当是

来自于他的爸爸史蒂夫(Steve)。她说，

“我丈夫与波士顿发量都很多，他们的发

际线也很相似。”

斯密奇说：“婴儿的洗发水没有办法

真正把他的头发洗干净，因为波士顿的头

发太厚了，因此我现在都是在用天然成分

的成人洗发水给他洗头发。”

据报道，波士顿和他的哥哥杰格(Jag-

ger)在网上收到了很多赞美，但大多数赞

美都是冲着波士顿的头发的。

一名女士在社交媒体评论表示：“我

的天啊，为什么男孩子的头发可以长得这么

好？我的女儿14个月大了，但我只能给她

扎一个半马尾。”另一位网民则称赞表示：

“看看那个发卷，实在是太可爱啦。”

还有许多人询问，为何波士顿的头发

如此浓密，斯密奇解释说自己在孕期遭受

了强烈的胃灼热。据报道，曾有说法表示

，如果孕妇孕期有胃灼热，那么婴儿的秀

发会很浓密。

4个月大宝宝发量超多
妈妈：得用成人洗发水洗头

一年一度的“愚人节”又来了，

今年澳大利亚众多知名公司也参加到

了“愚人”活动中，比如有的公司推

出了辣肠奶昔，有的公司发布现金味

香水，还有航空公司发布了“新”航

线等。

据澳新网4月1日报道，在愚人

节这天，澳大利亚达美乐披萨公司推

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甜味意大利

辣香肠奶昔，店家在香草冰淇淋上撒

上甜味的意大利辣香肠，然后再加点

糖浆在上面做点缀，不知道这种奇怪

的混搭口味会是怎样的感受。

同样是食品行业的Youfoodz公司

也在4月1日这天推出了3款新菜品，

它 们 分 别 是 独 角 兽 面 包 (Unicorn

Bread)、Little Franks 和 Nuggs ‘N’

Sauce，其中独角兽面包上面不仅有

软软的奶油，还有彩虹色的糖粉，可

谓是“少女心炸裂”。

除了吃的，澳大利亚银行 ME

Bank也推出了全新产品——现金味的

香水Cash™，这款香水味道就是现金

的味道，它不仅完全复制了现金的味

道，而且还是限量特别款。据悉，这

款香水混合了纸张的味道、奢华皮革

的味道、人类的体味以及老年床垫的

味道。

澳大利亚捷星航空也推出了创意

航线，他们宣布新增加了一条新的直

飞塔州的航线，这条航线的目的地是

位于塔州大陆西海岸的莱顿岛(Laer-

ton Island)。捷星将每周从墨尔本专

程为莱顿岛提供3次空中客车A320服

务，这条航线的首飞将于2019年中旬

开始。

据悉，莱顿岛被称为“袖珍版塔

州”，因为这里汇集了塔州所有的特

征，比如壮观的海岸风光、壮丽的山

景、原始的荒野、清澈的海水和独特

的野生动物。

除了飞机，澳大利亚拼车软件

Uber 也推出了全新的出行方式——

UberGO，并且澳人再也没有理由迟到

，这种通过弹跳方式“行驶”的新工

具可以帮助城市缓解拥堵，从而消除

污染。

以上公司在愚人节推出的服务都

是和商品都是针对人类的，还有一些

公司则把目标放到了宠物身上。

澳大利亚冥想软件Smiling Mind

就推出了两个专门为狗狗设计的冥想

功能，狗主人通过软件对狗狗身体进

行3分钟的扫描，就可以知道狗狗现

在是否处于压力和焦虑的状态。

而澳大利亚贷款公司ING则推出

了专门给狗狗的房屋贷款项目，狗主

人可以申请2万元的贷款为狗狗建造

或者购买一个房产，当然还贷的事情

也是要由主人来承担。

辣肠奶昔、现金味香水…
澳众公司开“愚人”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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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兩個
哥哥，他們
都比我大好

幾歲。大哥今年就要大學畢業了，二哥去年也
上了大學。我還有一個大表哥，他是我舅舅的
孩子，跟我們住在一起。他們都是我的保護傘
，我是他們的開心果。

四歲開始，我就跟著哥哥打籃球，雖然我
還這麼小，但是我每天看到哥哥們放學後，就
在家門前的空地上打籃球就很羨慕，總想擠進
去摸摸球，跟著他們跑一跑。這時，哥哥們都
急著趕著我說：“趕快躲開！躲開！別碰到你
。”但是天性膽大的我，就是不怕。一開始我
去幫他們撿球，後來就慢慢學會了運球。到了
7歲那一年，我不但正式成了我家兄弟籃球隊
隊員，還是學校籃球隊的前鋒，參加過好幾次
比賽，還取得了好成績。有人問我：你小小年
紀，籃球怎麼會打得這麼好？我得意地說：
“從小跟著哥哥們學得呀！”其實，我心裡知
道，為了這個愛好，我也吃了不少苦。在訓練

中 ， 不 知
摔 了 多 少
跤 ， 蹭 破
了 多 少 皮
。 媽 媽 有
時 候 看 了

很心疼地說：“你能不能減少些比賽啊？”我
回答：“那可不行！你不是常常跟我說，做事
要認真、要堅持嗎？媽媽被我說得哈哈大笑。

從小我很調皮也很機靈。哥哥們都不太愛
說話，特別是我的二哥，除了打打籃球，在家
裡他總是靜靜地看書、靜靜地做自己喜歡的事
情。有時我總忍不 住去逗逗他，拉著他問這
問那。他總是摸摸我的頭說：“你肚子裡怎麼
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呀？”我的大哥和大表哥也
在旁邊說：“老三是我們家的開心果，給我們
帶來快樂。”“謝謝哥哥誇獎！”我轉頭又跑
到大哥表哥面前去施展我這“開心果”的本領
了。家裡充滿了歡笑聲！爸爸媽媽也直誇我：
“我們多虧有了你這個“開心果”，要不然家
裡太冷清了。”

我愛說話，而且還會說俏皮話。課堂上，
我的中文老師也常常被我逗得開懷大笑。有一
次，老師說我機靈、聰明，善於察言觀色。並
在黑板上寫下這幾個字。 “老師，什麼是察
言觀色？”我一邊問一邊連忙翻開字典。老師

解釋：“你看，你知道趕快去查字典，這就是
察言觀色。”“原來如此！”記得第一天進這
閱讀寫作班課堂，老師就教我們要怎樣養成隨
時查詞典，用詞典的好習慣，告訴我們學會運
用工具書的好處，培養我們的自學能力。有時
候我們會偷懶，但是我一看到老師的表情，我
就馬上領會趕緊去做，而且總是第一個完成，
還會主動去幫幫查得慢的同學。老師被我的機
靈而快活，常常表揚我。我可開心啦！

我還喜歡辯論。去年九月開始，我進入了
華夏中文學校的辯論隊，馬吉教練教了我們很
多方法和技巧。在第一場辯論比賽中我贏了一
次，輸了兩次，表現得不夠好。雖然我很難受
，但是，我沒有洩氣。我告訴自己要不斷努力
，總結失利的原因。好好學習辯論的方法，牢
牢掌握辯論的技巧。我相信，只要堅持努力，
勇往直前，就能實現自己將來想成為一個能說
會道的辯論家的願望。
我還喜歡在廚房裡看媽媽做飯。 “自己做的
飯是最好吃”。這是媽媽告訴的很有趣的道理
。我的媽媽很會做飯，還會做各式各樣的小點
心，可好吃了！媽媽看我對做飯有興趣，有時
就叫我看著她怎麼做。慢慢地我學會了煎雞蛋
，吃著自己煎的蛋，真是好香啊！
這就是我，一個愛動、愛說、愛思考的我家的
開心果，老師眼中的小機靈。

慶元宵慶元宵，，猜燈謎猜燈謎

作者作者：：顧修如顧修如

華夏中文學校總校徐老師
閱讀與寫作班作文展

農曆正月
十五，是中國
民間傳統的元

宵節，也是慶祝傳統中國新年的最後一天。這
一天國內各地都會舉辦遊園燈會，有“正月十
五鬧花燈”習俗。所以，元宵節也叫燈節。

今年華夏中文學校家長會在一場熱熱鬧
鬧的慶祝春節遊園活動後，又舉辦了一場慶祝
元宵節猜燈謎活動。消息一傳出來，大家都很
開心。 “什麼是猜燈謎呢？”我不解地問媽
媽。媽媽說：”就是riddles，因為傳統上是掛
在花燈下的，所以叫燈謎。”哇！我好嚮往。

好不容易盼到了周末。一大早，我就和
媽媽趕來學校。一進學校的大門，就看見大廳
被裝飾得五顏六色，紅紅火火，充滿了濃濃的
節日氣氛。大廳的中間掛了大大小小的紅燈籠
，每個燈籠下都掛滿了長長的紅紙條，上面貼

滿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謎
語。 “咦
， 牆 上 怎
麼 也 貼 了

謎語？”我好奇地問媽媽。媽媽說：“考慮到
學生中文水平的不同差別，燈謎按年級分了三
個組，k-2, 3-6, 7-12。同時為了照顧年齡小
的同學可能夠不著燈籠下的謎語，所以低年級
組的謎語就貼在了牆上。”我聽了好感動！拉
著媽媽地手說：“你們想的真周到！”我的媽
媽是家長會會長，為了舉辦這個活動，媽媽和
幾個熱心家長們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為了
提高同學們的猜謎興趣，細心的家長會還準備
了好多獎品，不僅所有參加活動的同學都有小
獎品，而且猜對了10個以上的還有大獎品。

猜謎活動開始了。我和媽媽還有另外兩
個義工家長剛剛把獎品佈置好，就有小朋友迫
不及待來對答案了。嗯，“十張口，一顆心，
猜一個字”。 “思”，對了。 “半個月亮，
猜一個字”。 “胖”，也對了。 …….哇! 這

個小朋友好厲害，一下子猜對了10個，媽媽
連忙一邊鼓勵他，一邊給他拍照片。第一個全
勝獎獲得者，挑了一個漂亮的風箏，蹦蹦跳跳
地去上課了。不一會兒來參加活動的同學越來
越多了，有好幾個老師還帶了學生一起來猜謎
，並在現場給學生們講解燈謎的來歷和猜謎的
竅門。連很多家長也按捺不住興致，加入到猜
謎的行列。有的為拿到獎品而雀躍、有的為學
到知識而興奮、有的為更上一層樓而堅持不懈
。大廳裡被擠得水洩不通，好一派其樂融融的
熱鬧景象。這踴躍的、歡快的場面感染著我，
鼓舞著我。我雖然也一直忙得滿臉大汗喘不過
氣來，但是心裡還是很高興的。媽媽打趣說：
“你這是成就感啊！”

作為一名中文學校的學生，我非常喜歡
家長會舉辦了這場猜燈謎活動。讓我們在豐富
多彩的謎語中，既體驗了中國傳統節日的氣氛
，又學到了奇妙獨特的中華文化。希望明年元
宵節還能繼續“猜燈謎”，如果還能加上“吃
元宵”，那就十全十美啦！

作者作者：：易笑婷易笑婷

說說我自己說說我自己

顧修如顧修如

易笑婷易笑婷

【本報訊/鄧潤京，李永杰攝影】第52
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已經閉幕了。在電影節
期間舉辦了各種與電影有關的講座和研討會
。這些大師們的精彩演講，至今迴盪在聽眾
們的耳畔。

四月十日舉行了第五場研討會。主講人
是王學新導演。研討會主持人劉瑋介紹說：
在我們今天名人堂大師見面會亞洲藝術研討
會上演講的是本屆電影節副主席、多個國家
電影節國際評委王學新導演，他成功地執導
了清宮巨片《兩宮皇太后》、《毛澤東與斯
諾》等多部獲獎作品，現在請講話！

王學新導演說， 尊敬的楊步亭、李前寬
、肖桂雲、盧燕、周潔、高龍各位主席和藝
術顧問、電影節執行主席張玲女士，大家好
！休斯頓的藍天白雲陽光燦爛，鳥語花香綠
樹掩映，我衷心祝福：電影節舉辦成功，推
出更多優秀的電影人才。特別是青少年---
未來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取得成功！電
影節獲得豐厚的文化和經濟效益！

客套之後，王導進入主題。他說，記得幾年前在洛杉磯國際家庭電
影節上，有美國記者問到：為什麼你們中國企業、電視台和電影人有這
麼高的熱情和投入？你們的電影票房很多嗎？我講，請問各位記者：世
界上哪個國家的國歌來自電影歌曲？他們搖頭或聲議論。我說道：在日
本法西斯侵入中國時，拍攝了由袁牧之導演、陳波兒主演的電影《風雲
兒女》。電影激勵著全國無數青年學生和市民湧上街頭。舉著旗幟，高
唱由田漢詞，聶耳作曲的電影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
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
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在這激蕩的歌聲鼓舞下，美
國黑人歌唱家羅賓遜在世界各地用英文中文傳唱。全國人民齊動員，最
終取得抗戰勝利。近80年來，這首神聖的歌曲響徹世界各地重大活動中
，你們會理解這首經典電影的深深涵意了吧？知曉我們老百姓對電影的
情懷吧。同樣美國人民對自己的國歌也如此，記者們紛紛點頭稱讚道：
Ok，Ok，原來如此。

王導接著說，一直關心中國電影的毛澤東主席有很多指示，特別是

到我們長春電影製片廠觀看《紅孩
子》的現場拍攝並拍下了與細妹的
合影。周恩來總理指出：電影是最
重要的藝術形式之一，電影是“盒
子裡的大使”。當時的電影膠片是
裝在圓盒的片桶中，方便運輸。電
影發散的確會讓觀眾了解各國人民的生活、社會情況、人文精神及民族
風情。習近平主席關心新時代的電影等文藝創作與發行，把它作為國禮
送給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元首和人民。 《中國合夥人》、《冼星海》、電
視劇《媳婦的美好時光》、《平凡的世界》等深受各國人民的歡迎。放
映時萬人空巷。片商紛紛前來採購新的影片和劇目。
對於世界上的電影發展，王導感觸良多。他引用偉大列寧的話說，在所
有藝術形式中，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它影響最大，最吸引人。王導回
顧說，很多國家，包括：朝鮮、柬埔寨、菲律賓阿根廷、法國等都有很
多拍電影的故事。美國是電影的誕生地之一。裡根總統曾是好萊塢著名
影星，後來從政時，電影及衍生品行業有很大發展。硬漢明星成為加利
福尼亞州長，奧巴馬總統喜愛文體，退休後也有製作電影的策劃。特朗

普總統也在受到各國觀眾歡迎的電影《小鬼當家》表演喜劇角色和電視
節目主持人。美國還有多年經營的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拉斯維加斯
的賭場及電影娛樂城。我們這些電影人，需要共同交流經驗，互相學習
提高電影製片水平。為世界的電影觀眾送去優秀的好作品！為廣大觀眾
帶來真善美。

聽完王學新導演的講演後，電影節執行主席張玲高興地說：我們大
師見面會名人講堂越辦越好，感謝你們精彩的演講，把我們電影節的活
動水平又提高了一步！

楊步亭主席講：確實很好，王導演講的中國國歌誕生於電影很激動
人心。國際化的內容很豐富，史實也很精彩。祝我們電影節舉辦成功！
（王學新導演提供講演稿）

中國的電影與國運中國的電影與國運

全家福全家福

電影節頒獎典禮電影節頒獎典禮，，老朋友見面敘談老朋友見面敘談。。張紀中張紀中（（左左），），王學王學
新導演新導演（（中中））和劉曉慶和劉曉慶（（右右）。）。

研討會上研討會上，，著名影星著名影星、、副主席周潔副主席周潔（（左一左一），），美南美南
傳媒集團董事長傳媒集團董事長、、電影節副主席李蔚華電影節副主席李蔚華（（左二左二），），
全美山東同鄉會前任會長全美山東同鄉會前任會長、、電影節副主席孫鐵漢電影節副主席孫鐵漢
（（左三左三），），中國電影公司董事長中國電影公司董事長、、電影節主席楊步電影節主席楊步
亭亭（（左四左四）。）。

在第在第5252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上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上，，老朋友聚會老朋友聚會。。 （（左起左起））著名編劇劉毅著名編劇劉毅，，作家作家、、
編劇任國平編劇任國平，，王學新導演王學新導演，，著名製片人張紀中著名製片人張紀中，，奧斯卡終身評委奧斯卡終身評委、、電影演員盧燕電影演員盧燕
，，老布什總統之子尼爾老布什總統之子尼爾•• 布什布什，，電影節執行張玲和著名導演電影節執行張玲和著名導演、、電影節主席李前電影節主席李前
寬寬。。

四月十日舉行了第五場研討會四月十日舉行了第五場研討會。。會上王學新導演會上王學新導演（（中中））做主做主
旨演講旨演講。。主席台上有老布什總統基金會主席主席台上有老布什總統基金會主席、、美國著名外交美國著名外交
家方大為家方大為（（左左））和作家和作家、、編劇任國平編劇任國平（（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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