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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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江南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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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1
週年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2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太空中心門票$16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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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MEMORIAL DAY!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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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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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升樓市升溫初顯露顯露
美國房美國房價預計價預計再次升溫再次升溫

據全球知名財經頻道報導，來自房地產
數據分析公司CoreLogic 的數據顯示，1月份
房屋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4.4％，低于2018年
12月4.7％的年增率。去年4月份房價增長達
到6.6％，之後一直在下滑。1月份的增長率為
2012年8月以來的最低點。

“去年秋季抵押貸款利率飆升，導致買家
活動遲緩，因而房屋銷售和房價增長慢。”
CoreLogic首席經濟學家弗蘭克•諾薩夫特
（Frank Nothaft）表示，“自2018年 11月以來，
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下降0.6個百分點，而
且當今利率低于一年前同期。利率處于這個
水平，我們預計今年春季將是買房的好時機。
”

去年11月初，30年期的固定抵押貸款平
均利率升至5％以上，之後開始下滑。目前是
4.5％左右，與一年前幾乎持平。但去年房價年

度漲幅在6％以內。
因此，今年春天將有更多的人爭購仍然

有限的房源，也就意味著當前價格低迷的時
期或將結束。

由于現在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都很高，
建築商還是把注意力放在更高端房源上，
因此最廉價的待售房源非常、非常少。

去年春天，競標戰成為買房規則，而不
是個例。但到了夏天，房屋交易的速
度就慢了下來。在加利福尼亞，房價
飆升最高，到了秋季，房屋銷售滯緩
，達到十多年來的最低點。

利率增加是買房人購
買行為發生變化的原因。雖
然目前利率並不像經濟衰
退後那麼低，但它們已經回
落到足以再次吸引買家。

“進入2019年以來，我們可以預期：就業
率的持續猛增和收入的增加可能會使今年晚
些時候的房屋升值再次加速。”
CoreLogic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弗

蘭 克 • 馬 特 爾（Frank
Martell）表示。
(取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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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住房貸款期限也是有長有短，但兩種最常見：
一是30年；二是15年。基本上，期限越長，利率越高；期
限越短，利率越低。人們常常在究竟是貸款30年還是15年
上糾結。其實，期限長短沒有絕對的好或壞，要根據自己
的具體情況來判定。

承受能力
先看看15年貸款的每月還款額是多少，是否有能力貸

15年的款。如果你每月收入負擔不了15年的貸款，就只能
考慮30年的房貸。15年房貸的利率比30年房貸的利率低，
但15年的房貸每月還款額比30年的高，因為你要在一半的
時間內把欠的本金和利息全部還完。

財務狀況

用15年的房貸買房的確省利息費用，但同時這也意味
著你減少了可以投資其他項目的機會，因此許多人不要這
樣的房貸，而選擇了30年的貸款。

年齡和職業
選擇15年房貸的消費者一定要考慮他們的工作是否穩

定。也許你的收入能夠負擔15年的房貸。但是，如果你失
去工作，就無法支付房貸，同時你也沒有收入可以支持申
請再貸款（refinance）去換成30年的房貸。

而且也要考慮你的專業或者職位是否穩定到每月能夠
拿出這麼多錢支付房貸。一個替代辦法是，申請30年的房
貸，但是一旦收入增加，加大還款支付額。住家貸款通常
允許你在任何時間額外增加貸款支付額，沒有罰款。

假如你選擇30年房貸，你要支付高利率。但是，只要
你有能力，你還是可以縮短支付期限，把30年房貸在更多
的時間內付清，即每月寄出多餘的錢給房貸銀行。你可以
提前調整支付額，而不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根據財務狀
況被迫做出決定。你要確定付清高利率的信用卡，留有至
少六個月的緊急備用金，然後在縮短房貸期限。

假如你能夠支付15年的房貸，而不擔心工作丟失或者
其他財務打擊，但是你並不想每月被迫支付高的貸款，這
樣，你可以申請30年房貸，但是在15年內還清。如此比15
年房貸多付利息，但是比30年房貸利息還是要少很多的。

想要15年支付的人應該衡量一下在15年支付完畢的優
點和缺點，使用30年房貸的人或許在他們退休時間還要支

付房貸，支付15年房貸的好處是在退休時無債一身輕，而
選擇30年房貸可以在工作時把更多的錢放進其他的投資裏
，一旦你退休時收入比退休前高，房貸利息可以幫忙省很
多的稅。

老年人經常有很多養老金，社會安全金和許多退休
資產，在退休時有很多現金流。退休人士經常沒有抵稅
費用。通常從30年房貸中獲得較高的稅收優惠，但在決
定期限時這不應該是一個主要因素。30年房貸比15年房
貸繳稅較少，這是因為30年房貸需要交更多的利息。總
之，你的財務狀況決定你應該考慮的房貸期限。（文章
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貸期限美國房貸期限：：1515年和年和3030年年
你適合哪個你適合哪個？？看年齡看職業看年齡看職業

美國房產稅是針對美國房地產而徵收的一種費用，一
般是地方政府根據各自實際情況來確定稅率並依法徵收的
，因此美國房產稅各地是不一樣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
也會有小幅度的調整。

美國房產稅(Real Estate Tax or Property Tax)的稅收主
要用于民眾所在區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務支出。美國在建國
初期就開始徵收房產稅，早在1792年就有4個州徵收房地
產稅，1798年通過的財產稅法律就包含對房產和土地分別
徵稅的規定。到了20世紀初，美國每個州都制定了徵收房
地產稅的法規。

美國房產稅主要是為地方政府的各項服務和基礎設施
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並不以此為主要手段來調控房地產市
場，但對購買和持有房地產的需求有間接影響。其他與房
地產有關的主要稅種分別歸在交易稅、遺產贈與稅和所得
稅項下，此外還有一些服務性收費項目，這些稅費綜合起
來則對抑制美國房產市場過度投機起到一定作用。

美國房產稅徵收途徑
美國房產稅的徵收包括兩大要素：稅率和房產估價。

稅率由各州政府自行確定，各州稅率並不一致，通常經濟
發達地區的稅率較低，而欠發達地區較貴。

房產估價房產估價是徵收房產稅的基礎。美國各街道

、社區都設有一個房屋估價組織，進行相關
估價工作。估價一般按購房時的房價確定，
房價越貴，美國房產稅越高。而隨著房屋狀
況的變化，如年久失修、擴建或改建，房產
價值也隨之而變動，房產估價自然相應變化
。這時業主可提出申訴，增減房產值。

Tips：房產估價的計算方式並不統一，
一般按房產總價、估價比率，或房屋租金計
算。

案例1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其房地產
名義稅率達8.26%，然而，政府僅對房地產
估值的32%進行徵稅，並且房地產估價僅為
其市場價值的70%，因此實際所要繳付的稅
率僅1.85%。

案例2紐約曼哈頓公寓的房產稅稅基是
根據其租金來估算的，一定租金的房屋相對
有一定數額的房地產稅。但也並非租金越高
，美國房產稅越高。在曼哈頓上東區的派克
大道上的一套780萬美金的房屋，每個月的租金大約是23,
700美金，每年的房地產稅大約是25,068美金，大約只占
其價格的0.32%。

房產稅率由各州政府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美國房產稅

稅率一般為0.8-3%。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加利福尼亞州，房
產稅為1.1%;而在經濟不算發達的內陸地區如得克薩斯州，
房產稅為 3%，而有意思的是，在夏威夷州，稅率只有
0.25%，比其他州都低，這是一個特例。（文章來源：美房
吧）

詳解美國房產稅詳解美國房產稅投資美國房產要門兒清投資美國房產要門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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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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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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如今，美國買家想要購置一套典型的美國房產，平均需
要 7.2 年才能攢夠 20% 的首付款。
2、30 年前的 1988 年，該數字是 5.7 年，當時美國家庭年收入
中位數為 2.81 萬美元（按照當今匯率計算，約 19.36 萬元人民
幣）。
3、不過，在一些大型都會區內，這一數字比 30 年前有所縮短
，例如奧斯汀（減少 2 年）、印第安納波利斯（減少 8 個月）、聖
安東尼奧（減少 5 個月），以及達拉斯-沃斯堡（減少近 2 個月
）。

在美國，1982 年至 2000 年間出生的人被稱為“千禧一代
”，與我們熟知的 80、90 後大致相當。“千禧一代”似乎在各個
方面都要落後于前人：推遲成家、儲蓄不足、談“房”色變——
要知道，目前貸款利率雖有所提高，仍然處在歷史較低水平，
千禧一代的還貸壓力要小于其父母當年。那麼，除了高房價
之外，究竟是什麼原因，阻礙著當今千禧一代擁有自己的住

房呢？
答案是收入水平增長緩慢，無力追趕

房價增速。現如今，買家需要花費更久的
時間，才能攢足首付款。下面的數字也許
能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在 30 年前的 1988 年，美國家庭年
收入中位數為 2.81 萬美元，全美房價中
值為 7.94 萬美元（按照當今匯率計算，
約 54.7 萬元人民幣）。假設買家的儲蓄率
是 10%，也就是每個月存 234 美元，那麼
只需要 5.7 年的時間，就能攢足 20% 的
購房首付款。

按照目前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和全
美房價中值來計算，現在的買家需要多
花 1 年半的時間——也就是 7.2 年——

才能攢足
一套典型房產 20% 的首付款
。“Zillow 集團 2018 年消費者
住房趨勢報告”中也指出，儘
管美國就業市場在過去十年
間蓬勃發展，今天的買家要花
費更多時間才能追趕上前輩，
特別是首次購房者——其中
61% 屬於千禧一代。

在加州聖何塞，與 30 年
前相比，今天的買家平均需要
多花 13.3 年（實際花費 19 年）
才能攢足首付。不僅僅是聖何
塞，加州各地買家的負擔都遠
遠超過前輩——洛杉磯（增
加 9.5 年）、舊金山（增加 8.5

年），以及聖地亞哥（增加 7.3 年）。加州以外，西北太平洋地區
的情况也不容樂觀，西雅圖和波特蘭的千禧買家與前輩相比
，需要多花 6 年時間才能攢足首付款。

不過，也有不少大型都會區的買家，攢足首付款的時間
有所縮短。例如德州奧斯汀，現在比 30 年前縮短 2 年左右；
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縮短 8 個月；德州聖安東尼奧，
縮短 5 個月；德州達拉斯-沃斯堡，縮短約 2 個月。

實際上，社會應該對千禧一代給予更多的寬容和理解。
在踏入房屋買家行列之前，年輕的千禧一代正面臨高于歷史
水平的經濟壓力。歷史上，典型美國租客只需拿出收入的
25.8% 支付租金，如今這一比例已經上升至 28.4%；而普通四
年制高等教育學費在過去 30 年裏增長了 213%。在租金和
學生貸款的雙重壓力下，千禧一代推遲購房計劃實屬情有可
原。
(取材美房吧)

美國普通房屋買家攢足首付款需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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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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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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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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難，似乎是全球性的難題。
房地美（Freddie Mac，即聯邦住宅貸款

抵押公司）二月發布報告探討了這個問題。他
們指出，千禧一代購買的房屋數量少于之前
時代的年輕人。當今美國住房市場最重要的
基礎是缺乏待售房屋。這種短缺已被確定為
年輕人購買他們的第一套房屋的重要障礙。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是誰住在千禧一
代原本可能購買的家中呢？

房地美的調查指出，1931年以後出生的
老年人在家中待的時間更長，因此該群體的

住房擁有率相對于之前的群體更高。也就是
說，美國的老年人不像從前選擇轉售房屋，而
是一直待在家裏。

他們估計，這一趨勢使2018年美國房地
產市場中少了160萬套房屋，這相當于一年新
建房屋的典型供應量。而他們12月的報告指
出，現在美國房屋缺口約為250萬套。

房地美研究人員認為，由于老年人對房
屋所有權的額外需求，這增加了購房相對于
租房的成本，使年輕人更偏愛租房。新建築的
短缺給房價和租金同時帶來了上行壓力，因

此美國需解决生產新住房供應障
礙，以滿足長期住房需求。

美國老年人住房擁有率升
高

為什麼美國 1930年代出生
的老年人住房
擁有率更高呢？
房地美認為，這
種模式可以通
過幾個關鍵因
素來解釋，比如
現在的老年人
更健康，並擁有
更高的教育水

平。另外，科技進步使他
們可以在家裏接受遠程
治療，而不必住院。

房地美指出，這兩
個群體在成為房主的年
齡方面存在顯著差異。

這種不同的趨勢揭
示了一個重要問題：有
多少老年人占有的住房
是年輕一代的潛在住房
供應？

老年人占了多少年
輕一代的潛在住房
供應？

房地美研究人員指
出，如果 1930 年代出生
的人士以與前幾代人相
同的速度轉出房屋所有
權後，2018 年美國房地
產市場中可以多出近110

萬套額外房產。
他們指出，老年人住房的模式分歧主要

從67.4歲開始。因此，他們使用從68歲開始的
前幾代模式作為反事實情景來估計已經離開
市場的住房單元的數量。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81至85歲年齡段
，193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的住房擁有率仍高
于85％。相比之下，此前世代的住房擁有率不
到71％。也就是說，兩個群組之間的住房擁有
率的差异在 81
至 85 歲之間高
達15％。

除 1930 年
代出生的人士之
外，“戰爭嬰兒”
（1942-1947） 和
“嬰兒潮一代”
（1948-1959） 等
群組也以更高的
比率選擇留在家
中。房地美估計，
截至2018年，這
2個群體的住房
習慣使美國房地
產市場另外減少
了55萬套房屋。

總的來說他們表示，截至2018年，這三個
人群共減少美國房地產市場約160萬套住房
供應，這相當于2018年美國住房總數的2.1％
。如果老年人從住房所有權轉變為租房，將騰
出更多業主自用住房，但也會增加租賃單位
的需求。他們指出，老年人擁有住房的較高傾
向不會導致彈性供應市場的短缺，因為任何
短缺都會被住房存量的增加所抵消。

他們援引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
的報告指出，美國千禧一代中約有340萬人
沒有房屋所有權。老年人保留的住房數量可
能會隨著老年人數量的增加和治療障礙的減
少而增加。這揭示了美國解决生產新住房供
應障礙以滿足長期住房需求的重要性。

美國房地產前景展望
房地美樂觀地表示，儘管2018年美國房

地產市場疲軟，但2019年初數據顯示未來一
年可能出現轉機。最近房地產的活動上升表
明，購房者對利率變化非常敏感，如果抵押貸
款利率保持低位，購房者可能會做出積極反
應。

經過多年的穩步增長，房價終于開始降
溫，雖然它們仍在增長，不過房地美預計增長
率會放緩。房地美價格指數的增長率在2018
年第四季度略微下降至0.7％。他們預測，2019
年和 2020 年美國房價將分別上漲 4.1％和
2.7％。
(取材網路)

美國年輕人買房難
癥結居然不是沒錢癥結居然不是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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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買房過程中，購房合同的簽訂是必不可少的步
驟，只有簽訂了房屋買賣合同，房屋才是真正屬於你的。
如果你購買的不是新建房，那麼二手房的購房合同就是必
須注意的點，因為這其中的條款有可能在必要時候讓你少
吃虧。今天，我們帶大家一起來看，美國房屋買賣合同中
的那些注意點。

購房合同的標準格式包含哪些信息？
1. 在美國買房，美國的購房合同都有標準的格式，通

常要包含以下信息：
2. 房屋和賣方買方的基本信息
3. 房屋價格
4. 付款方式(貸款或者一次付清)
5. 訂金數量及返還條件
6. 房屋檢查期限及問題處理方法
7. 日期

在美國買房，買家可以加入哪些特殊條款？
在美國買房，由于每一筆交易的實際情況不同，因此

買家可以在合同中加入一些附加條款。對于買家來說，把
一些特殊條款寫入合同，可保障自己的權益：

1. 因客觀原因銀行不批貸款，買家有權拿回訂金。
2. 如果因銀行估價問題貸到的款額少于預期，買家就

可以使用這個條款與賣家談判使其降價，如果賣家不同意
降價，買家將有權利取消合同。

銀行批准了買家貸款申請後，最後又不決定給予撥款
。這個時候，如果不撥款是由買家引起，買家必須用現金
完成交易。如果不撥款不是因為買家引起，買家將有權取
消合同，賣家必須退還3%定金。

通常，房子裏固定在墻上、地上、頂上的東西都不可
以拿走，如吊燈、地燈等；同時，冰箱、烤箱、洗衣機等

家用電器也不可拿走，為避免糾紛，具體歸屬最好寫在合
同中。

在美國買房，合同簽訂的注意事項有哪些？

交易價格
在美國買房，通常在商討過程中，買賣雙方都可能

對價格做出讓步，互相妥協，方能達成相互認可的交易
價格。當然，也有很多一口價，即賣家開價就是最終成
交價格。

移除房屋檢查條款
在美國買房，這一條標準合約通常是17天，但是可以

根據交易周期進行調整，在交易過程中最短是三天。即在
17天或者三天內完成房屋檢查，也即在17天或者三天內，
買家可以後悔退出交易。達到17天或者三天，買家如果選
擇交易繼續，必須書面移除後悔條款，也即買家不能以房
屋質量等問題為由退出交易了。

移除貸款交易條件
在美國買房，標準合約通常是30天，這樣會給買家申

請辦理貸款充足的時間。如果在規定時間內，貸款被拒絕
，買家可以退回訂金，安全退出交易。

完成交易時間
也即關閉公證行時間，通常在30天。這應該根據買家

資金情況，適當要求延長或者縮短。貸款交易時間相對較
長，現金交易，最短一周時間完成全部交易。

關注附加條款
如果賣家有特別要求，通常會在附加條款中出現。比

如，移除貸款條件，通常需要買家書面回復。但是賣家為
了防止買家拖延時間，有時會加注一條，在貸款規定時間
內，不論買家拒絕或者同意，都必須及時提供書面通知，
否則視為買家同意，不得退出交易，違約將沒收訂金。

房屋檢查狀況及白蟻蟲害狀況
在美國買房，房屋檢查結束後，會有一個圖文並茂的

檢查報告。買家通常會要求賣家根據檢查報告，修復房屋
存在的問題。一般房屋都有白蟻蟲害狀況，根據房齡大小
，程度不一。在交易完成前，賣家都必須進行查殺，並有
相關報告文件。

房屋告知文件
在美國買房，賣家需要將房屋相關狀況，即涉及房屋

地質災害、房屋是否發生自然或者非自然死亡事件等，賣
家必須如實告知買家，否則將視為欺詐。（文章來源：美
房吧）

美國房屋買賣合同有哪些注意點美國房屋買賣合同有哪些注意點？？

有許多方法可以較快還清房貸，倘若運用正確策
略，你幾乎不會注意到每月還款的增加。

每兩周付款
大多數屋主都是每個月付房貸，但倘若每兩周

支付半數款項，每年就支付半額款項26次，即是全
額付款13次。倘若房貸是20萬元，固定利率為4.5%
，每兩周付款一次，可以把還款期從 30 年縮短至
25.6年，節省了2萬8037元利息。記住把額外付款
注明“歸還本金”，否則貸款公司會把它視為預付
下一期的房貸。

善用意外財
把意外之財，例如獎金和禮金，用來償還房貸本

金。但如果你能夠運用這些額外錢財投資，賺取更多
利潤，例如房貸利率為4%，但你投資能賺5%，那就
拿來投資。

以整數付款

倘若月付額是1013元，就支付1020元，甚至1100
元。經常這樣做，就可以在幾乎沒有感覺的情況下縮
短還款期。

每年多繳1次
這是每兩周付款一次的替代方案。在年底，額外

付房貸一次，作為送給自己的節日禮物。當然，你可
以在一年中任何日子這樣做。又或者，每一個月多付
12分之一個月的房貸。例如，月付額是1013元，12分
之一大約是84元，加起來是月付1097元。

采重新貸款
短期貸款利率通常低于長期貸款，因此，選擇較

短期的貸款，例如15年房貸而不是30年，長遠來說會
節省大量金錢，但月付額會增加。重新貸款是否值得
，視乎各種相關開支、利率是否低到值得重新貸款、
以及會住在房子多久。你住在房子的時間要比足以賺
回各種開支的時間更久，才算划算交易。（文章來源
：美房吧）

這這55個小招個小招，，幫你提前還清房貸幫你提前還清房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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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在美國找到最便宜的
大學

無 論 是
來美國學習
的留學生還
是美國公民
都面臨一個
同樣的問題
：學費太貴

怎麼辦？如果你是一個留學生，那就更需要仔細
權衡。尋找一所便宜的大學，要充分考慮以下這
些因素：哪些大學的學費最便宜？哪些州立大學
提供較慷慨的州外學費？哪些學校最合算？哪些
學校給予更多經濟資助？
學費最便宜的大學

據 Bestvalueschool 網站報道：2016 至 2017
年美國最便宜的大學是德克薩斯大學PA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Pan American)，學 費 每 年
2085 美元；第二名為加州州立大學 DH 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學
費每年2791美元；第三名為加州州立大學洛杉
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學費每年 4,756 美元；第四名為紐約市大學
Lehman 分校(Lehman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學費每年4,790美元；第五名是紐約
市大學(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學費每年 5,
820美元。
州外學生學費最便宜的大學

根據美國新聞的調查，2016-2017 年州外
學生支付學費最低的的10所學校的平均學費為
每年7,909美元。

這明顯低於
美國排名前 334
所公立學校的平
均學費，根據美
國新聞這些學校
平均每年收取21,
377 美元。相比之
下，2016-2017 年
公立大學的平均
州內學費為9,130
美元。

密西西比州
的 Alcorn 州立大
學 (Alcorn State
University ) 位 於
州外學費最便宜
的 榜 首 ， 在
2016-2017 年 度
學費為6,552美元
。緊隨其後的是
北達科他州的米諾特州立大學(Minot State
University)，在那裡學生每年支付 6,568 美元。

在州外學費最低的10所學校中，有一半位於
美國中西部，其餘的在南部和西部。北達科他州
、明尼蘇達州和德克薩斯州各有兩所學校進入
前10名。

以下是在 2016-2017 學年對州外學生收
費最少的10家州立學校名單：
1. Alcorn State University (MS) $6,552 2.

Minot State University (ND) $6,568 3.
Gordon State College (GA) $6,761 4.
University of Texas of the Permian Basin$7,866
5. Central State University (OH) $8,096 6.
Southwest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8,336
7. Bemidji State University (MN) $8,386 8.
New Mexico Highlands University$8,650
9. Dickinson State University (ND)$8,918
10. West Texas A&M University$8,959

最合算的大學
上大學的目的就是在畢業後

找到工作，而許多留學生希望在拿
到學位後留在美國。因此，選擇大學
時要考慮哪些大學能讓你的錢更划
算、能提供給你一個最便宜的學校，
同時在畢業後也有很多找到工作的
機會。“華盛頓月刊”根據這些因素
對於349所大學進行了評比。評出的
前四名是：

1.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2. 紐 約 市 大 學 皇 后 學 院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Queens College)， 3.
紐約市大學伯納德•巴魯克學院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Ber-
nard M. Baruch College)4.加州州立
大 學 富 勒 頓 分 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ullerton)。 給留學生最
多財政資助的大學

隨著入讀美國大學的國際學
生人數的日益增加，外國學生獲得
財 政 資 助 的 可 能 也 越 來 越 少。
財政資助專家說，美國大多數高校
目前更傾向資助和獎勵美國公民或
合法居民，雖然一些國際學生也能
獲得財政資助。 然而，有一些美

國學校對國際學生還是很慷慨的，威廉姆斯學
院(Williams College)，全美文史學院的第一名，
被列為最慷慨大學名單的榜首。

根據美國新聞部在年度調查中提供的數
據，馬薩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在2015-2016年
間，向 94 名留學的本科生提供了平均每人 59,
674美元的助學金，向50多名國際學生提供了財
政資助，這是排名前418所高校中最高的。

哈佛大學是另一所馬薩諸塞州的學校，
向國外559名本科生提供了平均每人56,268美
元的援助。

德克薩斯州的威蘭浸信大學(Wayland
Baptist University )給予留學生的援助最少：
2015-2016學年度為國際學生平均提供了1,722
美元。但是這一私立學校的學費和其它費用也
相對較低：2016-2017學年度為19,110美元。

下面是在 2015-2016 學年給予留學生經濟
資助最多的10所高校：

1. 威廉姆斯學院 Williams College (MA)；2. 斯
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3. 阿姆斯特學院
Amherst College；4.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Columbia
University；5. 斯基德莫爾學院 Skidmore College
；6. 三一學院 Trinity；7. 哈佛大學 Harvard Uni-
versity；8. 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9. 耶魯大
學 Yale University；10. 韋爾斯利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MA)
學費豁免

學費豁免是指學生做一些校園工作，通
常稱為“服務時間”，以免去學費，從而降低學生
的上大學成本。並非所有大學都提供學費豁免
機會，但通常許多大學把它作為臨時交換學生
計劃的一部分，也有學校把它作為學位要求的
一部分。例如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
ington)和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
k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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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最大的差異中美教育最大的差異，，大概是大概是：：體育體育
看到一組數字，裡約奧運會上，美國派出

555 名運動員參賽，其中 80%是在校大學生，加
上一些高中畢業生，美國派出到裡約的奧運軍
團中，業餘運動員居然佔據90%左右。就是這樣
的“業餘軍”常年佔據奧運金牌榜首，一直處在

“無敵是多麼寂寞＂的霸主地位。這段話真假無
從得知，但卻反映了美國全民崇尚體育的價值
觀。

美式教育看重體育，所以在美高學校中，
體育生往往比學霸更出風頭。質疑者認為，這是
美國學校中的反智主義傾向，但實際上如果你
足夠瞭解他們重視體育特長培養的原因，會覺
得也許並不能這樣簡單地、非此即彼地理解。

美國家長大多認為，體育活動實際上鍛煉
的是孩子的人格和品質，以及在團隊活動中的
合作能力、領導能力，同時也通過體育活動為孩
子創造吃苦和領會失敗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孩子大多會選擇團隊體育項目練習，而不
是個人運動。

在中國，學霸是最受學校老師喜愛的，同
學和同學家長也以仰慕的眼光看著學霸，學霸
就是男神、女神，受萬千寵愛於一身，無往而不
利。而在美國，是哪類學生是能像螃蟹一樣橫著
走的呢? 不是學霸，而是橄欖球隊隊長。

如果有學生考 SAT 拿到 2400 滿分，被哈
佛錄取，不要說上學校網站頭條，連新聞都沒有
。但是如果學生將在大學裡參加體育隊，那可是
學校的特大光榮。學校網站的首頁可以看到學
生和未來就讀的大學教練握手的照片和有關新
聞，高中校長會親自接見，有可能這所大學是排
名50開外的大學，但學校對這個體育特長生的
關注遠遠比那SAT滿分的學生要多。

體育好的學生在申請美國高中的道路上

是非常有優勢的。為什
麼體育對美國學校那
麼重要呢?歸根結底是
和錢有關。

美國大學橄
欖球隊的教練有可能
比校長的收入還要高，
球隊經常贏球，有錢校
友就會支持校隊，買票
看球並每年不斷捐錢
給學校，學校的精神和
人氣也會上揚。學校
的奧數再好也很難鼓
舞學校精神。

很多中國家長
已經認識到體育的重
要性，常常問到孩子應
該練哪項體育會幫助
到孩子。

在美國人眼裡，
乒乓球和羽毛球不算
體育。如果學生每週練
某項體育一周才一小
時，我可以確定那項體
育不是學生的特長，最
多是興趣而已。

如果學生到了13、14歲才想開始發展某項
體育，已經太晚了。要想讓孩子體育好，需要從
小學開始。

美國一般老百姓覺得體育是一個鍛煉人
格的活動，不只是強身健體。美國各個小鎮上都
有政府支持的各項團體體育俱樂部，從幼兒園
開始，教練都是爸爸們，無論他們多忙，但是永

遠都可以抽出時間做足球教練或橄欖球教練，
他們年輕的時候也是運動員。

這些非職業教練教導隊員不只是贏球，更
多是：

團隊精神(teamwork)
體育精神(sports manship)
忍耐力和毅力(endurance and perseverance)
態度(attitude)
如何在球場上慘敗後吸取教訓(how to

deal with failures)
練冰球的週末早上5點起床

，游泳隊的早上上課前游泳訓練，下
課後再回到泳池訓練，這樣的訓練下
學生才能算有特長，在頂尖高中體育
隊才能拿到一席之位。不少美高學生
參加體育隊訓練後，體力都撐不住，
很難和美國孩子一較長短。

我們常常抱怨現在的孩子不願
意吃苦，但是家長並沒有提供孩子吃
苦的機會，在美國人眼裡，把高中四
年裡只去了貴州一周做支教的經歷
做為吃過苦的證明是個笑話。

我覺得現在讓孩子在體育活動
上吃苦是有這個必要的。我認識在美
國的一些孩子小學時候在一項體育
每週花5個小時，很多孩子同時玩兩
項體育，到初中後，每週體育運動少
的每週10小時，多的每週20小時，完
全沒有誇大。

家長需要根據孩子的能力
去挑選他們喜歡的活動，根據美國兒
童醫生的建議，11-14歲的孩子每天

需要至少 1 小時的運動(vigorous physical exer-
cise)。

家長不要太介意一開始體育成績好與不
好，是不是有名次，隨著身體的變化，成績會有
改變，重要的是孩子的興趣和家長的堅持。其實
最難的是家長的堅持，送孩子上補習班遠比練
體育要輕鬆。在冷氣房裡背單詞要比在烈日下
曬的像非洲難民要舒服很多。但正因為這樣，招
辦覺得體育棒的學生有更有趣的人生故事。

如果學生是全年級裡體育活動能力強，進
校隊比賽得名次機會多，學校受歡迎程度高，和
隊友之間的友情較深，自然就會慢慢有領導力。

學生會主席全校只有一個位置，但每個體育
隊都需要隊長。每年很多中國家長糾結于要不
要複讀這個問題，複讀不只是因為英文能力問
題，也不是智商的問題，美國學校更看重學生的
交際能力。

所以中國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如果不復
讀，不單單是比中國複讀的學生年齡小，比美國
孩子年齡也小，中國孩子長的年輕 (美國當地高
中生已經長的像二十幾歲了)，課堂發言氣場不
夠，更不要講進體育隊或競選學生會主席了。

體育特長對申高是非常有幫助的，但這
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本意。我希望更多的學生
能喜愛運動，不是單單為了申學，而是能有健壯
的體格。我接觸到的不少學生都是吃貨，但運動
不夠。

不少學校體育教練和我講過 Chinese stu-
dents quit easily.中國學生遇到挑戰，很快就想到
放棄。體育不僅鍛煉人的意志力，也能改善學生
心理健康問題。不要把時間都花在補習課上，每
天花一個小時好好運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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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據報道，美國教育委員會

近日匯總了全美 42 個州州長的
2017 年施政演說，並從中歸納
出各州 2017 年教育施政的幾大
優先事項。

一是中小學經費優先。中
小學教育經費一直以來都是美
國各州政府財政的主要支出項
目。32 位州長在年初的施政演
說中，紛紛將中小學教育列為
優先議題，內容包括增加中小
學經費、調整相關經費措施並
改善學校基礎設施建設。部分
州長更是強調將中小學經費聚

焦於促進教育公平、改善薄弱
學校等。

二是加強職業生涯發展與
科技教育。24 位州長都認同職
業生涯教育培訓與經濟發展有
密切關係，為了彌合工作崗位
與職業技能的落差，州政府將
增加職業生涯與科技教育的經
費、與企業合作培訓特殊專門
技術人員、開設在職進修課程
等。

三是招募優秀教師，改善
教師待遇。教師是學生學習成
就的關鍵，17 位州長將招募優

秀教師列為優先議題。由於美
國多地出現師資不足的現象，
部分州長強調 2017 年將積極改
善教師待遇，提供教師專業成
長的機會。

四是推動可負擔的高等教
育。美國高等教育的高昂學費
，使許多學生望而卻步。15 位
州長提出高質量且可負擔的高
等教育藍圖，主要措施包括控
制學費漲幅、提高獎學金、提
供免學費的社區及技術學院等
。

五是提升科技運用。科技

的運用被列為學校的重要輔助
教學手段，11 位州長在施政演
說中強調將改進教師與學生的
科技運用，包括提供高速網絡
，升級教學的科技設備等。

六是重視學生的學校選擇
權。美國新任教育部長貝齊•
德沃斯是教育選擇權的倡議者
，儘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爐，
但已有 10 位州長作出響應，主
張學生有權選擇學校，相關措
施包括擴大教育儲蓄賬戶等。

美國留學名校的申請技巧你熟知多少？
去美國留學的國內學生一般會有或多

或少的名校情結，那麼申請美國名校的話
，有什麼技巧呢？今天就來為各位進行詳
細介紹，希望能夠對你們有所幫助。
自身硬件條件是敲門磚

美國 TOP30 院校對硬件條件要求較
高，託福成績105分以上，或雅思成績7.0
以上，SAT2100分以上(舊分制)，GPA3.6
以上。如果申請碩士，還要提供GRE成
績，商科需要提供GMAT成績。

硬件條件滿足，基本可以入招生官的

法眼，當然這不是唯一錄取標準，但這是
錄 取 的 主 要 因 素 。 所 以 想 突 破 美 國
TOP30 名校，申請者在學習成績及語言
成績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準備。
背景提升是拉開競爭者距離的關鍵

美國院校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除了
考評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要考評學生的畢
業院校背景、領導力、創新能力、是否有
特長、獲得過獎項、是否有愛心、課外活
動、社會經歷等。如果申請者學習成績優
秀，但活動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沒有亮點

，由於競爭激烈，很容易被淹沒在申請
大軍中。

如果學習成績一般，可以在背景提
升方面來彌補不足，為申請加分。建議
申請者提前一年準備，多參與課外活動
。

選擇背景提升項目要與申請院校相
匹配。美國名校招生官雖然非常想看到
學生成功參加的一系列科研實習項目，
但更想看到的是學生是否具備取得成功
的能力，以及未來能夠在本研究領域內

做出什麼貢獻
。在申請過程
中，不要只告
訴招生官你有
多優秀，而要
告訴他們你的
優秀是否與他們
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
官錄取標準各有
不同
1、 哈 佛 大 學
(HarvardUniver-
sity)

招生官在幾
個不同的方面使
用代碼來給申請
人評分——學業
方面的、學業以
外的貢獻、個人
素質等，但最後
並不會將他們綜

合起來，給申請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

招生官從多個不同的方面給學生評分
一學業方面的、非學業方面的、老師推薦
、面試評價。但這種評分不會作為一種公
式來決定錄取誰、不錄取誰。這些評分僅
僅是一個記號。
3、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種評分，包括學業能力、
班級表現、標準化成績、課外活動、申請
短文、以及推薦信與面試結果的綜合考察
。
4、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

招生官對學生的評分有兩種，一種是
對學業能力的評分，主要是根據客觀的標
準打分。通常用學業指數作為這個評分，

但招生官員可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對這個分
值進行加減，以進一步區分候選人。另一
個評分是關於個人的素質，主要通過個人
性格加上課外活動、老師評語和學生作文
來綜合評定。
明確自己的定位和未來職業規劃

申請美國名校，有的院校需要通過
skype或電話面試，招生官會問及申請者
的未來規劃，在面試前最好理清思路，就
讀該專業的未來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讓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歡該專業，明確自己
的定位。
選擇院校和專業切忌盲目追風，專業選擇
關係到未來職業方向，要明確自己是否對
該專業感興趣，將來才能在該領域更好的
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0520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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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留學生來講，英語本就不是我們
的第一語言，除了要保證簡歷中的語
法沒有錯誤外，還要注意語言是否精
煉優美。修改簡歷，我們通常都會去學
校的Career Center，尋求工作人員的幫
助。這種方法保證了簡歷中沒有語法
的錯誤，簡歷內容的組織也合情合理。
但是卻也存在著一個致命不足，便是

缺乏對於專業知識領域的瞭解與熟悉
。Career Center的工作人員沒有相對的
專業知識背景，無法幫助留學生個人
發掘背景，展現亮點，而這也正是re-
cruiter在審閱簡歷時所要瞭解的。
那麼究竟簡歷要怎麼寫，怎麼改才能
變成響亮的敲門磚呢？
NO 1. 研究市面上有哪些工作適合你

！
仔細研究你
感興趣的工
作的職位描
述，留 意 公
司所看重的
技 能。包 括

使用的工具等等。
NO 2. 簡歷內容要有取捨！
簡歷要控制在一頁紙以內，精簡其中
的內容，不要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NO.3 美化修飾自己的背景！
哪方面的背景與公司給出的職位描述
相匹配，就要著重突出這方面的事蹟，

可以使用語氣較強的詞
語。
NO.4 平衡好總體概括與
細節描述！
簡歷中要寫你最擅長，以
及職位描述中最需要的
技能。對於申請技術崗位
的留學生來說，簡歷一定
要著重細節，不可以模糊
概括描述。
工作，要去哪裡找？
在美國，有以下幾種主要
的方式來尋找工作。
NO.1 校 園 招 聘 (Career
Fair)。
這種招聘一般會在學校
會場舉辦，每家公司有自
己的展示區域。校內學生
可以帶著自己的簡歷在
你感興趣的公司前進行
排隊。在投遞簡歷的過程
中，你也可以與在場的
Recruiter進行交流。類似
于國內的人才交流市場。

NO.2 專業找工作網站
例如 Linkedin，Indeed 等。此類網站需
要你先建立個人賬戶，上傳簡歷或者
豐富自己的個人主頁。在搜索欄裡輸
入自己想要尋找的工作類型可以得到
相應的招聘信息。使用這類網站還有
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建立人脈關係，時
常會推薦給使用者----“你可能認識
的人”。
http://www.Linkedin.com
http://www.indeed.com
http://www.simplyhired.com
http://www.hotjobsfinder.com
http://www.monster.com
NO.3 內部推薦。
如果你有認識的學長學姐已經工作，
而且公司內部正好有合適的空缺，你
可以通過他們來將自己的簡歷呈遞到
HR部門。這種方式也是效率和成功率
最高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需要留
學生自身的人脈資源，也就是我們通
常所說的networking。Networking的資
源可以來自很多渠道，例如自己的學
姐學長，或者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另外
還有一個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在學
生時期參加的各個行業組織和社團。
由於社團與專業一致，可以認識在此
行業中已經工作過一段時間甚至有一
定行業影響力的人士，與他們多交流
多探討，也增加了你成功進入此行業
的機會。例如 AMA, 就是市場營銷專
業所屬的組織。
面試，都要準備些什麼？
面試一般情況下會有至少兩次面試，
第一面也就是前期面試，第二面通常
會On-site。當然也有公司會有三面或
者四面的情況發生。
NO.1 前期面試：

前期面試一般會有 Behavioral Inter-
view 和 Technical interview。前者可以
在網上搜索到相關的問題和答案。如
果你只是大體一看，即使問道相關的
問題，你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對於面
試經驗超過十次以上的人來說，這類
面試通常都會變得得心應手。尤其大
多數問題都會歸結到相類似的答案，
就是突顯你的優勢，覆蓋的方面包括
leadership，team work 和 result-driven
等等。至於Technical interview，就要看
應聘者本身的能力了。
NO.2 On-Site
到這一環節之後，應聘者就要付出更
多的時間來準備，包括從公司背景，技
術要求到自身的穿著打扮都要十分注
意。此輪面試除了對個人能力的檢驗，
也是對體力和工作中抗壓能力的檢驗
。很多公司會設計出拉鋸戰一般的面
試，來觀察應聘者對於工作負荷的承
擔能力等。當然這一環節也涉及到之
前提到的H1B的sponsor問題。有些工
作是不予以提供 sponsorship 的，但是
些個別案例也提到過，經過與公司的
協商，公司最終同意給與 sponsorship。
所以說最終還是要看你的個人能力，
如果你是人才，公司也會願意破例。
勵志留在美國，或是想在美國尋找一
份工作的留學生們，如果你還在為找
工作而苦惱，請不要輕言放棄，經歷過
這個階段對你的人生來說是一次巨大
的成長。一次次的面試失敗，給與的是
一次次寶貴經驗的積累，在挫折與失
敗中積累的經驗是在別的地方得不到
的，僅屬於自己的財富。在不斷的實踐
中尋找解決的方案方法，從而達到最
終的目標，那種喜悅也是無法替代的。

留學生們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工作了嗎？？((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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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們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工作了嗎？？((上上))
【來源:走進美國】

每每來到畢業季，有人歡喜有人
憂。還記得兩年前推著兩大只行李箱，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蓬頭垢面的
降落在美國機場時的激動心情嗎？“我
終於來到了這裡，我的美國夢！”
兩年時光，總覺得太短暫，都還沒來得
及好好享受“高大上”的美國校園生活
，F1簽證就遠遠的站在那裡，急著向你
揮手告別。對於一心想要留下的留學
生們，在 F1 向你揮別的同時，可有
H1B輕輕向你招手？

留學生們，你們是否都找到了理
想的工作？你們是否還在為找工作而
苦惱？你們是否提前為畢業季的到來
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還有那些剛剛降
落在機場的學弟學妹們，你們是否考
慮過若干年後的畢業季？
在美國找工作真的很難嗎？

粗略統計，美國高校畢業的本科
和研究生回國比率達到 75%，也就是

報道中常說的”回歸熱“現象。那麼其
中有多少同學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
作而離開的呢？留學生想要找到合適
的工作有許多先決條件，也就是這類
條件導致很多同學欲留而不得。這裡
的“合適”並非只包括工作內容，工作
環境以及工作氛圍，更重要的是此公
司是否給留學生提供H1B的sponsor-
ship。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對於想
要留下的留學生來說，即使工作再合
適，也只有遺憾地拒絕。

所以對於留學生來講，在美國找
工作的難，除了尋找合適的工作本身，
還有對身份的要求。H1B每年四月抽
籤一次，怎樣計劃才能在OPT用完之
前找到工作，並且使得F1與H1B完美
交接？
真相只有一個：提前早作準備！

何時找工作才算早作準備？
首先，要讓自己GPA看起來還不錯。每
家公司都希望自己的雇員有良好的成

績背景，這一條是永不
改變的真理。在學業上
保持優等水平不僅證明
你有良好的知識基礎，
也會說明你的工作能力
會較強，這也是公司十
分看重的潛質。

確定興趣和自我價
值，正確選擇職場方向。
這個步驟可以去諮詢學
校的Career Center，請專
業的指導老師給出專業
的意見，對你自身進行
評估，從而選擇合適自
己的職業方向。定好了方向，才能更好
地開始找工作。
加強電腦和寫作方面的技能。除了上
課之余，可以自學一些電腦軟件的使
用。可以利用一系列的電腦工具創建
屬於自己的檔案或者個人網頁，這也
會使你的簡歷錦上添花。英語寫作的

技巧當然必不可少，千萬不能小覷，留
學 生 要 利 用 好 學 校 內 部 的 writing
center，加強自身的寫作能力。

上學期間最好能有一到多個專業
相關的實習，會對你之後尋找正式工
作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參加學校裡的
一些專業的社團活動，或者社區活動，
例如志願者，社區服務等。增加 net-

working機會也非常有必要，具體作用
會在下文中提到。

把握好招聘時機。每年的九月下
旬，是一年一度的招聘季。各大公司會
相繼開展校園招聘。當然，不僅是秋季
，春季也是有校園招聘的。但是最近的
行情顯示，由於公司在秋季招聘就基
本已經滿員，春季招聘的力度就會減

小，名額也會縮水。所以
應屆畢業生一定要把握
好秋季招聘的大潮！

以此類推，如果你想
在明年（2017 年）暑期找
到工作或者實習，那麼
你現在就要抓緊開始準
備了。也就是提前一年，
否則，等到秋季開學，繁
重的課業之餘，恐再有
時間和精力準備相關找
工作的事宜。

另外，2015-2016 年，
北美出現了很多為留學
生提供就業培訓的公司
，可以提早通過他們包
裝自己的簡歷以及面試
技巧，或者獲得關於找
工作的第一手資訊。例
如：MONSTER等。還有
一些華人創辦的，主要
針對在美中國留學生的
找工作資訊公司，例如
UNICAREER， Manda-
rin Consulting 和 Minty-
Mentors等等。
簡歷，找工作的敲門磚！(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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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族”成了健身房常客

——健身房常常能看到年龄较
大的锻炼者，他们锻炼强度不大，
但是比较有规律，热情较高

“退休后原本一直帮忙照顾孙子，后来孙子
上学了，空出来的时间一下子不知道该做些什
么。到健身房来健身让我的生活又充实了起
来。”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赵荣今年67岁，已健
身4年。每天上午9时到11时是他在健身房锻炼
的时间。

谈及健身，赵荣说：“到健身房健身还是孩
子们建议的，我一直比较胖，也确实需要锻
炼。”如今的赵大爷身材适中，身体和精神状态
都很好。

像赵大爷这样的并非个例，北京市丰台区某
家健身房健身教练王云旭说，常常能看到年龄较
大的锻炼者，目前占健身房会员总数的 6%左
右，这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他们大部分锻炼强
度不大，但是比较有规律，而且热情较高。”

63岁的金阿姨每天到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街道
市民健身中心报到。“困扰了我 20 多年的失眠，
通过健身逐渐好转，现在安眠药也停了。”金阿
姨尝到了健身的甜头。

74 岁的白金芹是一位健身达人，她从 60 岁
开始健身，已经坚持了 14 年。因为健身成为

“网红”的她，被不少网友亲切地称为“小白阿
姨”。

40多岁时曾经历过三次住院手术的白金芹在
身体康复后，认识到健身锻炼的重要性。她先是
自己在小区里进行快走、跳绳、广播操等锻炼；
逐渐地，白金芹对健身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想要
尝试更科学的健身方式。于是，她开始进行系统
性训练，一周去六七次健身房，在专业健身教练
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小时的柔韧性训练和力量训
练。如今，这位 70 多岁的老人不仅身体各项指
标正常，充沛的体力也让她每天的生活更精彩。

白金芹说：“我们不能阻止老化，但通过锻
炼可以放慢老化的速度。与其把钱花在看病吃药
上，不如把钱放在健身上。”

业内人士指出，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
慢性病状况堪忧的今天，良好的运动习惯是健
康生活的一剂良方。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活观念转变，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消费观从原
来的“能省则省”变为“花钱买健康”。

“65岁之后，人们会在文体康养上投入更多
资金。此外，健身也是许多老年人打发时间的一
种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因此，健
身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上海交
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康化说。

老人专属健身房越来越多

——老年人有更多专业的健身
锻炼与沟通交流的需求，多地正针
对性地提供服务、增加供给

“除了广场舞与饭后散步，其实老年人有更
多专业的健身锻炼与沟通交流的需求。”王云旭
说。

家住丰台区的刘新云说，小区里的健身器材
倒是有，但是很多器材的使用方法不明确，也不
知道哪个器材适合自己，怎样的运动强度比较合
理。“碰上下雨天、大风天或者空气不太好的时
候就更别提出去锻炼了。”

一项针对 1500 名老人的运动健康需求进行
的问卷调查显示，75.71%的老人平时锻炼项目以
步行为主，66.10%的社区老人表示需要专业的室
内健身场所，其中34.19%的老人表示非常需要专
业的室内健身场所。

专家指出，调查结果反映出老年人锻炼方式
较为单一，适合老年人室内健身的场所不足，老
年人健身缺乏专业指导等。

针对供给不足的问题，不少地方已经开始采
取行动。

2017 年 5 月，上海首家 24 小时不打烊的
全 民 健 身 场 所 正 式 亮 相 杨 浦 区 体 育 活 动 中
心，该中心专设了老年人运动康复专区，并
根 据 中 老 年 用 户 的 人 群 特 点 开 设 了 团 操 课
程、科学健身大讲堂等。2018 年，上海市五
角场街道第一家社区型“互联网+”市民健身
房、殷行街道第一家精准服务全人群的社区
市民健身中心也相继亮相，二者均针对老年
人健身开设了专门区域。

以殷行街道市民健身中心为例，中心开设了
500平方米的“乐活空间”。根据老年人体质，该
区域配备了量身定制的心肺功能增强、等速肌力
训练、微循环促进的专业健身设备等。此外，中
心还设有睡眠研究中心、健康服务中心，以及针
对心血管问题、便秘问题、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
运动专区，为老年人群提供常见慢病的运动解决
方案。费用方面，白天的公益时间段和专为老年
健身者打造的“乐活空间”每月收费 99 元，日
均3.3元，目前中心老年会员超400人。

重庆的政企合作市民健身房——万盛经开区
市民大健康服务中心，提供老年人运动康复服
务，并免费提供全面详细的身体监测。南京市打
造了医养融合居家养老综合护理中心，中心在居
家养老、医疗护理和文化娱乐三大功能的基础上
增设了老年人健身中心，并配备了专业老年人健
身器材。

进一步做好老年群体健身服务

——企业要充分考虑老年人健
身需求，老人锻炼也应量力而行，
运动强度循序渐进，安全第一

尽管健身房里的老年人多了起来，但不少老
年人对到健身房健身心存疑虑。“都是年轻人在
里面健身，我一个老头子多不好意思。”家住江
苏省淮安市的黄宏才说。

价格是另一个让老年人对健身房望而却步的
原因。北京市朝阳区的高美红说：“现在的健身
房一年费用动辄几千元、上万元，对我来说太贵
了。”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老年人身体状态存在一
定的不稳定性和突发疾病的可能性，不少健身房
或明确或暗地里设置了年龄限制，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老年人到健身房进行健身活动。

一些曾经到健身房办过会员卡的老年人反
映，因为环境嘈杂、没有适合的健身器材、缺乏
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课程、各种推销太多等因
素，他们中不少人选择了中途“退出”。

专家建议，针对老年人健身面临的各种问
题，一方面，相关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搭建适
合老年人的健身场所，做好宣传、监督工作，引
导老年人科学健身，对健身场所进行规范管理；
另一方面，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老年人
健身需求，有针对性地配备硬件设施、设置相关
课程，让老年人能够花钱买到好服务，快乐健
身。

从老年人自身角度来看，王云旭提醒，到

健身房健身，老年人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应在
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基础上量力而行，运动强
度应循序渐进，不宜选择激烈的运动项目，关
于器械、姿势、运动强度等问题应多向健身房
工作人员询问，安全第一。“具体而言，老年人
健身应以有氧运动为主，这样既可以改善身体
新陈代谢，也可以增强心血管功能。一般来
说，适合老年人的健身项目有慢跑、快走、跳
拉丁舞和做瑜伽等。”王云旭说。

神州速览
从“能省则省”到“花钱运动换健康”，越来越多老年人投入健身行列——

健身房里多了一片“夕阳红”
刘 欣 邱海峰

普拉提、瑜伽、哑铃……这些健身房里的时尚健身项目，如今正受

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青睐，走进健身房成为不少老年人的养生新选

择。与此同时，近年来市场上一批老年人专属健身房的出现，引起了

广泛关注。老年人健身现状如何？还面临哪些问题？

家住西安的陈金钟已年届80岁，他2015年进入健身房，接受专业人员的指导，成为了一名高
龄“健身达人”。现在他可以完成卧推60公斤、硬拉73公斤、深蹲70公斤、平板支撑13分钟，并
且已经参加过13场全程马拉松。图为陈金钟展示自己获得的马拉松奖牌。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74 岁 的 健 身 达
人白金芹从 60 岁开
始健身，已经坚持了
14 年。白金芹一周
要去六七次健身房，
在专业健身教练的指
导下进行一个小时的
柔韧性训练和力量训
练，她练起普拉提、
蹦床、划船机、战绳
时的认真劲儿一点也
不输年轻人。

图为白金芹在健
身房进行拉伸训练。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如 今 各 类 俱 乐
部、社区活动场所举
办大量健身运动类活
动，其中不少就是专
门为老年人提供的。
节假日期间，许多体
育爱好者来到山东省
青岛市新兴体育俱乐
部参加体育健身活
动。

图为网球爱好者
刘建新在迎新老年网
球比赛中回球。

陈晓伟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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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泉深報導】】1010多年前多年前，，瀋陽劉寧鋼琴學校來了一對特殊的瀋陽劉寧鋼琴學校來了一對特殊的
母女母女----一個穿著樸素的農村婦女帶著一位一個穿著樸素的農村婦女帶著一位88歲的盲人女兒歲的盲人女兒。。這位這位
母親拉著女兒母親拉著女兒，，懇切地對校長劉寧說懇切地對校長劉寧說：“：“劉校長劉校長，，我的女兒雖然我的女兒雖然
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看不見，，但她有音樂天分但她有音樂天分，，請您替我好好培養她請您替我好好培養她，，將來做將來做
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從那天起從那天起，，這個叫姜明明的盲童就成了這個叫姜明明的盲童就成了
劉寧鋼琴學校的一名特殊學生劉寧鋼琴學校的一名特殊學生。。劉寧校長感動於明明對音樂的執劉寧校長感動於明明對音樂的執
著著，，決定對她免費義務教學決定對她免費義務教學。。

1010多年來多年來，，明明母女倆風雨無阻明明母女倆風雨無阻，，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十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
琴機會琴機會，，從未缺過一節課從未缺過一節課。。為了支持女兒學琴為了支持女兒學琴，，明明的母親從農明明的母親從農
村來到城市村來到城市，，除了接送女兒學琴除了接送女兒學琴，，還要擺地攤度日還要擺地攤度日，，生活非常艱生活非常艱
難難，，但一切都是為了女兒的未來但一切都是為了女兒的未來，，這位慈母無怨無悔這位慈母無怨無悔。。

平常平常，，一個耳聰目明的孩子學鋼琴都會十分艱難一個耳聰目明的孩子學鋼琴都會十分艱難，，何況一個何況一個
雙目失明的孩子雙目失明的孩子？？可想而知可想而知，，明明的學琴之路充滿艱辛明明的學琴之路充滿艱辛。。為了幫為了幫
助這個不幸而又聰慧的女孩學琴助這個不幸而又聰慧的女孩學琴，，劉寧鋼琴學校的俄羅斯外教老劉寧鋼琴學校的俄羅斯外教老
師們為她付出了比平常孩子多出無數倍的心血和辛勞師們為她付出了比平常孩子多出無數倍的心血和辛勞。。明明也很明明也很
感恩老師們的辛勤指導感恩老師們的辛勤指導，，學習異常刻苦學習異常刻苦，，她決心用琴聲撫慰相依她決心用琴聲撫慰相依
為命的慈母心為命的慈母心，，同時也報答所有幫助和支持她的老師們同時也報答所有幫助和支持她的老師們。。如今如今1010
多年過去多年過去，，2020歲的明明不負眾望歲的明明不負眾望，，終於成了中國小有名氣的盲人終於成了中國小有名氣的盲人
鋼琴家鋼琴家。。

20122012年年，，明明參加了意大利國際鋼琴大賽中國賽區選拔賽明明參加了意大利國際鋼琴大賽中國賽區選拔賽，，
榮獲了第二名的好成績榮獲了第二名的好成績。。

““為什麼我們這些盲人最終的就業之路就只能進入按摩學校為什麼我們這些盲人最終的就業之路就只能進入按摩學校
？？終身做一個按摩師終身做一個按摩師？？我們也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我們也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請您像幫助請您像幫助
我一樣來幫助他們我一樣來幫助他們，，好嗎好嗎？？我要用我的學琴經歷我要用我的學琴經歷，，讓更多的盲童讓更多的盲童
弟弟妹妹們知道弟弟妹妹們知道，，只要有夢想只要有夢想，，只要能堅持只要能堅持，，一定會成功一定會成功！”！”這這
番話番話，，是明明對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是明明對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著名音樂家吳曉萍女士著名音樂家吳曉萍女士
說的說的。。吳曉萍女士一直關注和關心著明明的成長吳曉萍女士一直關注和關心著明明的成長，，一直鼓勵她堅一直鼓勵她堅
持夢想持夢想，，有心將她栽培成一個盲人鋼琴家有心將她栽培成一個盲人鋼琴家。。明明的心思和吳校長明明的心思和吳校長
的設想不謀而合的設想不謀而合，，在明明的身上在明明的身上，，吳校長看到了更多盲童的音樂吳校長看到了更多盲童的音樂
夢想夢想。。上帝雖然關閉了他們感官世界的一扇門上帝雖然關閉了他們感官世界的一扇門，，卻也為他們打開卻也為他們打開
了一扇神奇的窗了一扇神奇的窗----盲童的聽覺盲童的聽覺，，往往比正常人更靈敏往往比正常人更靈敏，，他們能他們能
夠捕捉到正常人捕捉不到的微妙音律夠捕捉到正常人捕捉不到的微妙音律，，如果將他們培養成鋼琴調如果將他們培養成鋼琴調
律師律師，，將會給他們就業和生活帶來巨大的轉變將會給他們就業和生活帶來巨大的轉變，，給他們帶來內心給他們帶來內心

的自信和光明的前途的自信和光明的前途！！
20132013 年年 66 月月，，在大連市殘聯在大連市殘聯、、大連獅大連獅

子會和大連盲童學校的支持協助下子會和大連盲童學校的支持協助下，，又有又有
數名盲童來到了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數名盲童來到了大連劉寧鋼琴學校，，開始開始
了他們的音樂之路了他們的音樂之路。。因為明明姐姐的成功因為明明姐姐的成功
讓他們讓他們““看看””到了希望到了希望，，他們為自己設定他們為自己設定
了奮鬥的目標了奮鬥的目標----將來能成為一名鋼琴調律將來能成為一名鋼琴調律
師師。。

隨後隨後，，大連市殘聯福利基金會成立了大連市殘聯福利基金會成立了
以以““明明明明””命名的慈善基金命名的慈善基金，，決定通過決定通過
““明明基金明明基金””去造福更多的盲童去造福更多的盲童，，讓盲童讓盲童
們從小學習彈鋼琴們從小學習彈鋼琴，，為將來從事鋼琴調律為將來從事鋼琴調律
打好基礎打好基礎。。 20132013年年77月月，，為了給為了給““明明明明””
基金會籌集基金基金會籌集基金，，吳曉萍女士舉辦了自己吳曉萍女士舉辦了自己
的音樂專輯發布會的音樂專輯發布會，，這張音樂專輯凝集了這張音樂專輯凝集了
吳曉萍女士近年來所創作的優秀樂曲吳曉萍女士近年來所創作的優秀樂曲，，其其
中氣勢磅礴的中氣勢磅礴的《《大海大海》》和和《《大愛無疆大愛無疆》，》，
分別榮獲分別榮獲20112011年和年和20122012年年““音樂音樂••中國杯中國杯
””全國原創歌曲詞曲金獎全國原創歌曲詞曲金獎。。令人感動的是令人感動的是
，，吳曉萍女士表示吳曉萍女士表示，，這張在全球發行的音這張在全球發行的音
樂專輯樂專輯，，售得的所有收入都將匯入售得的所有收入都將匯入““明明明明””基金基金，，用於資助大連用於資助大連
有音樂天賦的盲童們學習音樂有音樂天賦的盲童們學習音樂。。

20132013年年1111月月3030日日，，在大連市保利劇院裡在大連市保利劇院裡，，年僅年僅99歲的大連歲的大連
劉寧鋼琴學校的盲童學生李欣馨劉寧鋼琴學校的盲童學生李欣馨，，帶著她的鋼琴彈奏曲目帶著她的鋼琴彈奏曲目《《鈴兒鈴兒
響叮噹響叮噹》》登上了登上了““明明明明””基金音樂會的舞台基金音樂會的舞台，，嫻熟的彈奏得到了嫻熟的彈奏得到了
觀眾們熱烈的掌聲觀眾們熱烈的掌聲。。而觀眾幾乎無法相信而觀眾幾乎無法相信，，這個孩子這個孩子，，才剛剛學才剛剛學
了一個月的鋼琴了一個月的鋼琴。。音樂會前幾天孫楠先生在母親的陪同下到彩排音樂會前幾天孫楠先生在母親的陪同下到彩排
現場為盲孩子們加油現場為盲孩子們加油。。

也許也許，，不久的將來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欣慰地看到我們將會欣慰地看到，，更多的更多的““明明明明””
將出現在舞台上將出現在舞台上，，用他們靈巧的十指和一雙靈敏的耳朵用他們靈巧的十指和一雙靈敏的耳朵，，去彈奏去彈奏
和捕捉生活中最美妙的音符和捕捉生活中最美妙的音符，，而他們的人生而他們的人生，，將會因此更精彩將會因此更精彩！！

懷著對音樂的美好夢想懷著對音樂的美好夢想，，對盲童們的關愛之情對盲童們的關愛之情，，20152015年伊始年伊始
，，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吳曉萍女士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吳曉萍女士，，與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與美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和丁強音樂工作室聯合主辦的集團和丁強音樂工作室聯合主辦的““美南好鋼琴美南好鋼琴””----第一屆美第一屆美
南國際鋼琴大賽在休斯頓舉辦南國際鋼琴大賽在休斯頓舉辦，，盲女鋼琴手姜明明以金獎第一名盲女鋼琴手姜明明以金獎第一名
的優異成績入圍的優異成績入圍。。同年同年88月月，，她在母親的陪同下赴美國休斯頓參她在母親的陪同下赴美國休斯頓參
加總決賽並獲得金獎加總決賽並獲得金獎。。這位農民家庭出生的盲童姜明明應邀出席這位農民家庭出生的盲童姜明明應邀出席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成立3535週年慶典大型音樂會週年慶典大型音樂會，，德克薩斯德克薩斯
州州長和休斯頓市市長親臨現場州州長和休斯頓市市長親臨現場，，明明上台演奏時明明上台演奏時，，全場立即鴉全場立即鴉
雀無聲雀無聲，，琴聲美妙得令人難以置信琴聲美妙得令人難以置信，，演奏完畢引起全場轟動演奏完畢引起全場轟動。。美美
南新聞南新聞、、新華社新華社、、中新社中新社、、鳳凰衛視以及美國當地知名媒體都關鳳凰衛視以及美國當地知名媒體都關
注了此事並進行了報導注了此事並進行了報導。。

由於姜明明的努力和成功由於姜明明的努力和成功，，讓更多的盲人堅定信念讓更多的盲人堅定信念，，只要對只要對
生活充滿希望生活充滿希望，，努力進取就會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人努力進取就會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人。。舉辦這次舉辦這次
大賽的目的其中之一大賽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讓社會上更多的人去關注盲童就是讓社會上更多的人去關注盲童，，儘自儘自
已的力量幫助這些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已的力量幫助這些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我們衷心的希望能夠通過我們衷心的希望能夠通過
鋼琴大賽鋼琴大賽，，喚起更多的人們去幫助更多的盲童實現音樂夢想喚起更多的人們去幫助更多的盲童實現音樂夢想。。

盲女鋼琴手姜明明用十指彈奏最美樂章盲女鋼琴手姜明明用十指彈奏最美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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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在Lam Bo 舉行今年的警
民聯歡大會。回憶過去9年，由余頌輝用英文書寫了簡單的回顧文章。
中文翻譯鄧潤京。文章如下：

2010年，首屆警民聯歡大會的主席何鴻先生在致詞中說, “我們亞
裔社區的朋友們，包括的居民，商人甚至外來購物者，無論是中國人，
越南人，韓國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還是菲律賓人等， 經常出入在西
南區的百利大道（Bellaire Blvd.）。我們都感謝當地警方每週7天，每
天24小時密切關注我們的安全。 我們要在這裡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
讓我們相識並共進晚餐“。這些誠摯的話語確定了以後所有9屆晚會的
基調。

歷屆的晚會主席和共同主席是：何鴻，陳灼剛，李雄，王裕炎，丁
昭信 ，關榮強，Steven Le, 翁作華, 李世榮，黃孔威，餘頌輝和黃曉明
。

晚會被邀請的執法機構包括: 休斯頓警察局(HPD),哈里斯縣警長辦
公室(HCSO),哈里斯縣治安官轄區5、2、 1。福遍縣治安官辦公室,

糖城警察局, 密蘇里市警察局, 斯坦福市警察局, 公交車警察、聯邦調查
局, 德克薩斯州酒精飲料委員會、醫療責任條例辦公室和休斯頓社區學
院。

休斯頓警察局前任局長查爾斯•麥克萊倫德、現任局長 阿•艾卡維
多和HCSO警長阿德里安•加西亞和艾德•岡薩雷斯都非常支持並感謝
所有這些警民聯歡大會。
9年來，每一年都會表彰優秀警官。歷年來的優秀警官如下:

2012年： Ofc Steve Lee, Sr. Ofc Jimmy Chau HPD; Deputy Chris
Lee HCSO; Sgt Connie Rico HC Constable Office Precinct 5.

2013年： Ofc Chengchih Liu, Sgt Lily Yep HPD; Deputy Michael
Lee HC Constable Precinct 5

2014年：Ofc Tony Huynh HPD; Deputy Billy Chanthavisouk HC-
SO

2015 年 ： Sgt Philip Kung, Ofc Dennis Domagas, Ofc Jacky
Wang, HPD; Benton Lim HCSO

2016 年：Asst Chief John Chen, Lt. Julie Zogg HPD; Major Mi-
chael Wong, Sgt Simon Cheng HCSO

2017年：Asst Chief Henry Gaw, Ofc Alex C. Y. Chen HPD; Dep-
uty Mike Nguyen HCSO.

2018年：Capt. Yasir Bashir HPD; Deputy Mike Hwang HCSO
除了在這個年度聚會上得到全面的讚譽外，我們從第六屆警民聯歡

晚會上給自己設立了一個使命。鼓勵亞裔官員在各自的機構內尋求監督
和管理職位，以增加社區中少數族裔代表的數量。職業發展的特質和先
決條件包括適當的高學歷、晉升考試、精通多種語言、致力於社區發展
、積極主動、自我犧牲、接受挑戰的領導能力和對多元文化的廣泛包容
。對於具備上述資格及特質的亞裔管理人員，我們鼓勵他們透過適當的
資格評定及卓越表現尋求晉升。作為亞洲社區的僑領，我們準備向他們
提供最強有力的推薦，讓他們擔任各自執法機構中的主要官員。

警民聯歡晚會的資金完全由社區組織、商人和公司提供。他們衷心
感謝執法人員為確保休斯頓西南地區的安全和繁榮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對警民聯歡大會過去對警民聯歡大會過去99年的回顧年的回顧

從從20122012年的警民聯歡會到現在年的警民聯歡會到現在，，各位還好嗎各位還好嗎？？ 20122012年的警民聯歡會年的警民聯歡會。。

警民聯歡會現場的的抽獎環節別開生面警民聯歡會現場的的抽獎環節別開生面。。運氣好的來賓可以抽運氣好的來賓可以抽
到這支步槍到這支步槍。。如何讓這支殺人武器不會落到沒有持槍證的人手如何讓這支殺人武器不會落到沒有持槍證的人手
裡裡，，頗費一番腦筋頗費一番腦筋。。

20122012年警民聯歡會得到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來的賀信年警民聯歡會得到從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來的賀信。。 姚明簽名的球鞋是一隻一隻賣的姚明簽名的球鞋是一隻一隻賣的。。鞋太大鞋太大，，沒人可以穿沒人可以穿。。買買
一隻鞋回去收藏一隻鞋回去收藏。。

【作者作者：：王玉潔王玉潔】大家好，我
叫王玉潔，是Carnegie Vanguard 高中
12年級的學生，過去兩年來我一直擔任
科學與工程女性俱樂部的主席。我也是
休斯頓食品銀行的學生精英領袖志願者
。今年秋天，我獲得全額獎學金將去德
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求學。

今天我很榮幸，獲得了華夏中文學
校優秀學生獎學金一等獎。心情是很激
動的，也是很感慨的。我在華夏學習中
文已經整整十年。十年來，堅持中文求
學路，得到了一份份收穫，博得了一聲
聲讚美。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多年
來對我的支持和關愛。如果不是他們堅
持送我風雨無阻地到華夏中文學校上中
文課，循循善誘闡述學中文的重要性，
我可能今天就沒有這樣的機會獲得如此
的榮耀了。同時我要由衷地感謝在華夏
中文學校所有教過我，幫助過我的老師
們，是你們的辛勤栽培，才使我腳踏實
地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謝謝你們！

我要特別感謝徐敏老師在我學習中
文的旅途上給予我的支持、鼓勵和幫助

。我來華夏的第一個暑假就開始跟隨徐
老師學習中文。後來又在周末上中文課
。我這十年學習中文的進步，離不開徐
老師的精心培育以及她給我提供的無數
鍛煉我中文水平的機會。通過上徐老師
的中文課程和HSK課程，我不僅以優異
的成績順利通過了HSK4 級和HSK 5 級
的考試,也在9年級前就以滿分5分的好
成績通過了AP中文考試。幾年來，在徐
老師的鼓勵和推動下，我參加了大休斯
頓地區的中文演講比賽,分別榮獲了高年
級組的第一名和中級組的第二名,並在最
近4月份的休斯頓“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第26屆中文演講大賽”榮獲高
年級組比賽的第一名。徐老師還鼓勵我
積極參加徵文比賽。我曾榮獲“美南新
聞傳媒集團”中級組徵文比賽的亞軍並
受到電視台採訪；我的兩篇作文獲
“2018海外魯迅青少年文學獎”的優秀
獎。我深深感謝徐老師的嚴謹治學和精
心培育，使我獲得了一個個令人羨慕而
閃亮的優異成績。
在這裡我想對在座的各位同學們說，你

們一定要堅持學中文。你們可能現在感
覺中文很難學，或者感到我們在美國，
為什麼要學中文？我來告訴你們，我一
開始也這麼想，但是幾年前的一趟中國
旅行改變了我對學習中文的態度。我感
受到了學習中文的好處，意識到了我有
一個別人沒有的技能。我發現學習中文
有很多好處，自己就想更努力地提高。
我感覺，在別人不懂，你卻懂中文的時
候，驕傲感就油然而生。其實學中文是
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它意味著你的人生
會有一種更多的機會，以後的路也會走
得更寬更廣。我相信同學們長大後，一
定也會像我今天這樣感謝父母送我到華
夏來學中文。
最後，感謝唐校長和華夏中文學校授予
我華夏獎學金一等獎的最高獎項。感謝
你們相信我、鼓勵我、獎勵我。我一定
會繼續堅持學中文，不辜負學校和你們
的期望，並爭取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使
者，讓更多的人來學中文，愛中文。我
想我一定會的！
謝謝大家！

我在中文學校畢業暨結業我在中文學校畢業暨結業
典禮當主持人典禮當主持人

【作者作者：：吳冰然吳冰然】當徐老師讓我當主持
人時，我有點受寵若驚，又有點恐慌。因為我個
很內向的人，說話聲音輕輕的小小的。在課上一
般都是很安靜，很少說話的。所以老師讓我在大
庭廣眾去報幕，是我從來不會想到事。我猶豫了
很久，與媽媽討論了一番，最終決定這是個鍛煉

我膽量的好機會，
不妨給自己一個挑
戰，欣然接受了老
師的邀請。
收到報幕詞的那

一天，我認識了其
他兩個和我一起做主持人的範璟元和黃繹思
。老師幫我們在稿子上標出停頓和強調的部
分，還讓我們在不認識的字上面寫出拼音。
然後，再給我們示範如何在台上將這些詞句
，能夠字正腔圓又不乏柔情蜜意地表達出來
。為了讓我們了解每句詞的意思，老師一句
句解釋，細說構思意圖，提筆疾書意境。在
徐老師娓娓道來的過程中，我一邊讀著台詞
一邊感嘆，老師真是下筆成章，文采斐然，
每一個字都充滿活力，每一句都那么生動。
我暗暗想，我可得好好練習，好好把握，不
辜負老師的好詞好句。

剛開始練習時，老師一點都不拐彎子地
提出了我哪裡講得不夠好，比如速度太快了
，聲音太小了，缺乏感情沒有氣勢。我當時

很羨慕範璟元，因為他的聲音是我們仨人中最有
感染力的。讓我這個比他大好多歲的姐姐自嘆不
如。自那天后，我每天一有時間就去看看中文電
視台上主持人的一招一式，並照著鏡子一遍遍模
仿。雖然難度很大很大，但我樂在其中。學校課
間時，我會掏出稿子專心背，想像著那些主持人

會在台上講話的樣子。晚上，我還和思思、元元
在微信上練習。互相評價，互相鼓勁。徐老師還
在微信裡鼓勵我們說：“上週，同學們練得很認
真也很用心，在短短的時間裡就能熟練背誦，很
不容易。大家辛苦了!”同時，老師又給我們指出
：“語調再舒緩一點，語氣再柔和一點。還要注
意相互銜接的及時，上下連貫的自如。”我想對
老師說：“放心吧！我們一定牢記要領，一定會
讓您滿意的。”

一晃，又一個星期過去了，這一次我們要在
學校用麥克風練習報幕和走台。起初，還真有點
緊張，但是徐老師說我的表現要比上次好多了，
聲音比以前放出多了，語氣也有感情了。老師的
表揚，頓時增添了我的自信心。為此，繼續在家
裡苦練。那幾天，雖然是高中復習迎考的非常時
期，但是，我記得老師教我們“輕重緩急”這個
詞，懂得瞭如何合理分配好時間，盡量做到復習
考試，練習報幕兩不誤。時時刻刻想台詞，滾瓜
爛熟背台詞。我還請教了思思該怎麼用生動卻不
誇張的語調說我個人的台詞，她耐心地為我做了
示範，我因此漸漸地進步了不少。

畢業典禮的那一天終於來臨。雖說已經對台
詞熟悉的不能再熟了，但在等待上場時還是有點
緊張。徐老師給我們打氣，元元媽媽也陪著我們
，我的媽媽專門負責照相，在台下等著我們。校
辦的崔老師還給我們送來了越南三明治和水瓶並
鼓勵我們，為我們加油。老師的關心，家長的陪

伴，心裡洋溢起一種幸福感。有人說，幸福很簡
單，就看你的標準是什麼。其實，它每天都會出
現在你的身邊，在你不盡意中，幸福已經悄悄來
敲門。此刻，我感覺好溫暖好幸福！

擁著幸福，我們主動一遍又一遍地過台詞，
努力平靜因緊張而要跳出來的心臟。不知過了多
久，該我們上場了。我想，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
。聽著老師的口令，我們互相示意邁出堅定的步
子閃亮登場。

當我們充滿激情的報幕聲響起的時候，會場
上鴉雀無聲；當我們字正腔圓的報出開場白的時
候，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當我看到了家長
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為我們拿起手機照相的時
候，突然感覺不那麼緊張了，發揮得也更自如了
；當我們終於釋放出能量的時候，此起彼伏的掌
聲縈繞在耳際，我也聽到了自己以前從未放出來
的聲音，好爽啊！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們成功了
。老師和家長紛紛祝賀我們，讚美我們。

當主持人的經歷，不僅磨練我的內向性格，
也鍛煉了我的應變能力。面對節目程序的臨時改
動，我們必須做到隨機應變，有條不紊，統籌兼
顧。這可是一份不小的收穫啊！

很高興徐老師讓我當主持人，開天闢地第一回
的嘗試，讓我在舞台上聽見自己自信的嗓門有多
麼洪亮，多麼有感染力。我很感謝我的老師！同
時也謝謝思思和元元！謝謝快樂的合作！謝謝我
們一起度過的美好時光！

獎學金獲獎感言獎學金獲獎感言

王玉潔王玉潔

範璟元範璟元 吳冰然吳冰然 黃繹思黃繹思

華夏中文學校徐老師中文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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