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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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文史貝西
性侵案獲撤控

Youth Creators' Night
慈善音樂會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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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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搜索調查，對于那些尋求在海外購
房的中國大陸買家來說，美國是購房的首選
地點，紐約則是最熱門的城市。

紐約對華人有更多的吸引力
該網站稱，中產階層越來越熱衷于在海

外置業。在過去，來自中國的購房者主要還是
那些肯花巨資在美國時髦社區購置別院的富
有人家，不過到了今天，出于投資的目的，中
國的上層中產正紛紛涌進美國房地產市場。

專家稱，中國買家更喜歡在美國買房，紐
約尤其具有吸引力。

他稱，和以前不同的是，中國買家現在會
物色價格更低的房產，而不僅僅是豪宅;人們
在尋求回報，希望將投資分散至中國以外。他
稱，不只是富人在買房，上層中產正在尋找低
于110萬美元的房產，多數人青睞的價位是75
萬美元左右。

美國是中國買房青睞的購房地點
美國是買家們最青睞的購房地點。與位

居第二的澳大利亞相比，針對美國房源的搜
索量要超出兩倍多。前五大購房熱點中，其他

三個分別
是 英 國、
新加坡和
加拿大。

就 美
國境內而
言，紐 約
是中國買
家搜索最
多的城市，其次是紐約、加州的舊金山、帕羅
奧圖、洛杉磯和橙縣。

美國西海岸的房地產經紀商指出，來自
中國的上層中產買家正在增多。

ColdwellBanker 駐舊金山的經紀人稱，
中國買家最初偏好豪宅和大型房產，不過如
今購房範圍已經越來越大。Goodrich估計，在
他經手的交易中，有15%涉及中國大陸買家。

他稱，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付現金全款買
下高層公寓，隨後將住宅出租，通過租金來獲
得3%-4%的回報。除典型的華人社區之外，中
國買家還將目光投向了矽谷等地的住宅。

他還指出，中國買家更具冒險精神，願意
在偏遠或知名度較低的地區買房。
(取材網路)

華人在美國買房的投資意識越來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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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屋買賣的一些技巧美國房屋買賣的一些技巧

熟能生巧，勤能補拙。知己知彼，百戰不
殆。

愚夫參與美國房產交易兩年多，認真學
習，刻苦鑽研，由最初的菜鳥，一步步精通美
國房屋交易的規則與流程。現在能夠幫助客
人在交易過程中，游刃有餘，愚夫感謝兩年來
，陪伴愚夫成長的客戶朋友們，您們就是愚夫
一生的貴人，兄弟、姐妹、朋友！

美國作為一個以二手房源為主的市場，
市場公開、透明，而交易過程中的競價法則，
就要求市場參與者必須熟悉市場，深刻認識
市場，才能真正把握市場的脈搏，在交易過程
中，方能掌握市場的主動權。

在愚夫最近一月的三筆交易中，有兩棟
房子降價成交，有一棟房子加價成交。

加價成交的房子上市僅僅三天，第一次
OPEN HOUSE，即開放參觀後，我的朋友就看
上了。此前我帶這位哥們，看遍了目標範圍內
的所有房源，對所有上市房源進行了比較，這
棟房子開價非常公道，而且偏低。

我們要買下這棟房子，必須快速屏蔽其
他競爭對手，避免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哥們資

金已經全部到位，而且全現金交易，這是我們
最大的優勢。

全價 OFFER，接受賣家的開價條件，並
逼迫他24 小時回復。但是，在市場同價位房
源中，賣主並不缺買家，所以對方拖了一天，
開出了並加價一萬美金，三十天完成交易，或
者七天關閉公證行，加價兩萬美金。最後，與
哥們商量後，我們選擇了接受三十天完成交
易，加價一萬美金的條件。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為消除哥們的疑慮
，我向他展示了過去半年到一年內，相同區域
，同類房源的成交價格。有了當前市場目標上
市房源的橫向比較，再加上過去半年類似房
源成交價格的縱向比較，交叉一看，就清楚對
方加價一萬美金是否合理。

這世界，沒有人是傻瓜，特別是從“槍林
彈雨”中，經過刀尖上跳舞，來到美國的華裔
新貴群體。

另外兩棟房子，其中一棟開價 825000 美
金，此前客人多次參與競買失敗，心態有些著
急，想急于買下一棟房子。客人通過 Zillow圖
片及房源資料，選中的這棟房子，也是市場上

同類房源中相對
最好的了。

客人在中國
，春節赴洛杉磯
與愚夫見面看過
兩天房子，回到
國內後，就委托
愚夫代為上門查
看，參與競買。坦
白說，這種信任，
愚夫既感榮幸，
也 深 感 壓 力。
2015 年愚夫也曾
經這樣幫助客人
買過一棟，但是

這位客人很快回到洛杉磯，並在成交前做了
確認。

愚夫通過微信小視頻，以及照片，兩次
將這棟房子全方位，立體式傳給客人看，並
告訴這棟房子的不足之處。客人在接受了這
棟房子的不足後，我們開始出價。

由于客人此前多次競買失敗，都因為開
價過低。所以，客人準備 79 萬起價。但是，愚
夫分析了這個房子，及周邊同類房源成交狀
况，以及此房的歷史交易，建議從78 萬開始
。因為愚夫憑著自己的市場悟性，認為不會
有很多競爭對手。

客人聽從了愚夫的建議，78 萬的價格開
出後，我們得到了對方 79 萬的回復，直接降
了三萬五千美金。房子上市也不過二十餘天
，如此回復，說明賣家急于想賣了。

按一般經紀人的思維模式，一定是說服
客人接受這個價格，交易達成，就可以賺取
傭金了。並且這已經是客人的預期，而且，客
人本來可以接受比 79萬更高的價格。何必折
騰呢？！

但是，為客人爭取更大的利益，是愚夫交
易永遠不變的準則。愚夫絕不僅為賺取傭金
而交易，而始終將保護與爭取客戶利益放在
交易的第一位，長此以往，愚夫才能做出洛杉
磯房產交易市場的口碑與品牌。

在掌握了賣家的心理狀態後，愚夫建議
客人放平心態，再殺價五千美金，如果對方不
接受，我們再商量下一步方案。非常幸運，對
方接受了我們再殺價五千的條件，交易達成，
房子進入公證行辦理交割手續。

當然，愚夫最感杰作的一筆交易，是幫助
圈內一位認識三年多的兄弟，在 LAVERNE買
的一棟房子，這棟房子，此前圈內有一位大哥
去看過，也非常喜歡，但是因為資金沒有到
位，被迫放弃。

房子的味道，是多年歷史的沉澱，凝聚了
房主很多的心血，
愚夫非常喜歡這棟
房子。La Verne 是
一個有百分之七十
五白人族裔的社區
，這位兄弟夫婦語
言能力強，生活在
這個老美社區，不
會有任何障礙，他
們也非常喜歡這棟
房子。

房子上市價格
，由最初的八十多
萬，降到 789000美
金，已經上市五十
多天。去年愚夫在
這個城市幫助一位
兄長，買過同樣戶

型的房子，當時
成 交 價 格
781000 美金。

這位兄弟
聽從了愚夫的
建議，從 76 萬開價，
雖然對方急于想賣出
，如果我們開價太過
離譜，引起對方反感，
將很難獲得好的價格，達成交易。

愚夫同時建議這位兄弟，如果對方低于
789000 美金回復我們，任一價格，我們都要
選擇接受。此前他們也多次競買失敗。

但是，令愚夫沒有想到的是，對方接受了
我們 76 萬的價格，一擊而中！當然，我們都很
開心。

愚夫分析了對方接受我們價格的原因，
一是賣家當初買入時僅145500 美金，本來就
低；其二是賣家已經折騰了六十多天，不斷的
接待看房人，已經不甚其煩，心理已經發生了
細微變化，賣房價格的預期也在不斷下降；其
三是LA VERNE作為一個老美社區，隨著華
人入駐，老美就要開始撤退，而缺乏語言能力
的華人，又很難選擇LaVerne，所以形成了暫
時的真空，房價沒有奇洛崗漲勢火爆。

當然，在交易過程中，同樣也有運氣的成
分。同樣的房子，按理說，今年應該比去年高，
但是，我們卻以更低的價格成交，不能不說，
是這位兄弟夫婦運氣不錯！

美國房屋交易，是在公開、透明市場環境
下的博弈。房屋上市時間，賣主開價、回價，歷
史交易，周邊同類房屋成交價格，當前市場格
局，這些都構成了交易過程中博弈的要素。

要看清這些要素，除了專業、專注與專一
，還需要一點點悟性，而這個悟性，不僅是交
易經驗的積累，還需要智慧。
(取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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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經紀人肯定有體會，在帶客戶看
房中，鑰匙常常是件麻煩事，除開東奔西
跑外，還可能產生很多矛盾。

那麼我們看看在美國買房，這個流程
是什麼樣子。

美國的各個州都有一個當地房源的
MLS系統，它是一個功能強大、權威性高
的房地產綜合信息平臺。

經紀人只要繳了會員費都可以使用這
個平臺，當拿到賣房合同後，必須在三天
之內把詳細的房屋信息輸入MLS系統，然
後把房門鑰匙放在一個電子鑰匙盒裏並挂
在門外。

在買方經紀人帶客看房時，根據MLS

上的具體要求，用一個指定的電子鑰匙
密碼打開鑰匙盒去除鑰匙。在打開鑰匙
盒的同時，賣方經紀人就會收到一封電
子郵件，得知誰在什麼時間來看過房。

在美國，房產經紀人是一個備受尊
重的職業。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在美國做地產
業都與地產經紀有關，甚至開放商也必
須有地產經紀執照。

地產經紀執照是美國政府管理地產
業的主要渠道，而執照人是地產業的主

流。
經紀的範圍包括地產評估、買賣、拍

賣、租賃。
美國地產經紀在買賣中的主要責任是

代表和保護買賣雙方的權利，地產經紀以
自己地產業的專業知識服務于大眾。

地產執照的獲得，要經過嚴格的地產
知識與法律知識的考試。

有地產執照的人在和沒有執照的人交
易時，一定要聲明自己是專業人士，擁有
地產執照，避免其中投機牟利。

在房產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都有自
己的地產經紀人，以專業的服務保護買賣
雙方的利益。負責房屋出租的管理公司，

也需要經紀商和經紀人執照。
如果沒有經紀執照，是不能回答投資

人關于房產的問題，只能轉交到持照經紀
人手中。

美國所有的地產經紀人、地產經紀商
，每隔兩年都要受繼續教育，更新執照。
其中教育的重點是地產業新的法律法規。

美國有兩個自律性行業管理的全國性
經紀人組織。

一個是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另一
個是全國房地產中介人協會，後者主要由
黑人房地產經紀人組成。

美國房產經紀人分為經紀人、銷售員
和夥伴經紀人三類。

經紀人能單獨執業，可以是個人或公
司。

銷售員不能單獨執業，只能在經紀人
手下從事銷售工作。

夥伴經紀人具有經紀人資格，但自己
不單獨開業，而是在另一個經紀人手下從
事銷售工作。

這樣每個地產經紀人都是當地事務的
萬事通，他們能夠提供相關學校、交通、
稅務和小區特徵的詳細信息，以及房型選
擇、房屋狀況、產權問題、稅務問題、交

易流程等。
經紀人也是房屋價格談判的專家，他

們能夠準確地估算房屋的市場價值，與賣
方經紀人進行價格談判。

在美國買房之後，房屋的後續問題，
如驗收、維護、維修，房產經紀人也會為
買家負責。

為了避免惡性壟斷或者競爭，美國房
產經紀收取的佣金提成都比較穩定，大約
是6-7%的佣金提成。但佣金標準會根據銷
售房產的類型各州有所差異。

通常，獨棟獨立住宅佣金率3-8%；大
型商業地產所收取的佣金率則較低，3-6%
；未開發的土地，高達6-10%。

經紀人在完成業務後，房產機構收取
佣金，經紀人根據協議獲取佣金的50-90%
。

于是，美國優秀的房產經紀人，擁有
穩定的房源和客戶群。他們的團隊中通常
分工明確，有單獨負責整理房源信息的，
有專門負責接電話、簽訂合同的人等等。

如果團隊協作穩定持續，年入百萬也
是常見的事——是不是令人羡慕?（文章來
源：美房吧）

學習了學習了，，在美國看房拿鑰匙原來是這樣……在美國看房拿鑰匙原來是這樣……

BRRRR策略（模式）是美國地產投資
中一種長期持有（Buy-and-Hold）的投資
策略， 最早是由 Bigger Pockets 的 Bran-
don Turner提出來的，這個策略的名字雖
然是比較新的， 但這種模式實際上早已被
成千上萬的投資者不知用過多少遍了。不
同于短期炒房，這種模式帶給投資者穩定
的現金流收益，長期下來會有非常好的回
報。

BRRRR實際上是由五個英文單詞的第
一個字母組成的組合，也是具體的五個步
驟：

Buy: 買房子
Rehab: 維修
Rent: 出租
Refinance: 重新貸款套現
Repeat: 繼續重複
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假定你花60萬美元買了個需要大修的房子
，另外花了15萬維修，相當于房子的總成
本是75萬。修好後你就可以把它租出去賺
取租金。儘管你的房子總成本是75萬，但
由于你的修繕加上需要承擔風險，修好後
的房子的市場價格應該高于75萬（否則買
二手房進行維修就沒有意義了，因為買二

手房是有風險的，萬一維修估計不准就可
能有損失），如果修好後的房價能達到100
萬，由于美國大多銀行都允許把房子淨值
的75%給拿出來，也就是說100萬淨值的房
子重新貸款後可以拿出75萬現金來，這不
正好是下一個房子的成本嗎？

BRRRR模式的理論很簡單：只要把買
房，加上維修的成本控制在維修後房價的
75%以內，這個模式就可以無限繼續下去
，即便大市保持不變。

這個模式的兩個要點：
1. 最大可能的利用杠杆（貸款）
2. 利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增值
根據近幾年Zillow上的房屋買賣數據，

一般炒房者(House flipper)的利潤是在 15~
20%之間。也就是說可以達到20%的利潤
的已經是非常不錯的，但由于炒房利潤是
減去5~6%的傭金等買賣費用的，這樣20%
加上5~6%的費用, 差不多達到25%的要求
。那麼理想中的BRRRR是可以達到這樣的
收益率的！

理論很簡單，但實際操作並不容易。
即便是炒房高手，每筆買賣要達到25%也
是很難的。那不是高手的怎麼辦？可以放
鬆點標準，即便拿不回100%，拿回95%，

甚至是 90%也不錯。另外還需要對
Rehab這一步驟把握的非常准才行。
就像之前說的維修估計不准就可能會
有損失。這也是為什麼現在不少海外
投資者選擇直接買新房投資，就是為
了去掉Rehab這一步驟，降低風險。

實際上，BRRRR模式不僅可以應
用到單個獨立屋，也可以應用到小到
幾個單元，大到幾百個單元的公寓樓
上。如果操作得當的話，這是一種利
潤非常豐厚的投資手法。具體步驟一
般是這樣的：在中等，或中等稍微偏上，
尋找那些由于經營不善，從而造成失修，
租金低下，空置率偏高的物業，這些物業
按分類最好是Class C+或Class B的物業。由
于公寓樓等商業地產的估價是由淨租金收
入決定的（不像獨立屋一般是物業本身決
定的），所以只要提高淨租金收入，就可
以提高物業的價值，若能使淨租金翻倍，
物業的價值就可以翻倍。

如果對這些經營不善的公寓樓采取一
些提高租金的措施，比如翻修提高居住條
件以提高每單元租金，采取措施降低空置
率等都可提高總淨租金收入，從而達到物
業增值的目的。有不少人可以做到使物業

在三四年內使淨租金收入翻倍，從而使物
業價值翻倍。物業價值提升後同樣可以通
過套現重貸拿出多餘的淨值，繼續進行投
資。不過翻修公寓的投資者持有幾年後大
多會選擇脫手賣掉，除非是租金收入非常
好的物業。因為一旦提高措施使物業價值
提升後，再想提高就難了，這個不像獨立
屋，獨立屋即便什麼都不做也仍然可以隨
大勢漲跌！

總之BRRRR模式的本質就是重複使用
有限的資金以達到不斷增加持有的物業，
從而達到高回報的目的。盡可能拿出房產
中的淨值，多買有現金流的房子，長期下
來，就會有不錯的回報！（文章來源：美
房吧）

美國房地產投資中的美國房地產投資中的BRRRRBRRRR策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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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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2019年7月22日 Monday, July 22, 2019
I/房地產專日/190629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在看房過程中，“人靠衣服馬靠鞍”這句話被美國賣
房的房主使用的淋漓盡致。賣房就像給房找對象，第一印
象相當重要，所以前房主幾乎都給房子“美容”了。

到底什麼樣的房子才是好房？
今天教你7大細節看美國房屋品質如何！

室內牆角圓角比方角要好的多
功能上，方角太尖，家有孩子不小心撞到更容易受傷

；方角容易在搬箱子搬家具等東西時被磕掉一小塊，出現
殘缺。

成本上，做圓角比做方角要花更多的人工(labor)。在
美國，人工往往比材料貴，有時貴得還不止一點。方角只
要2塊踢腳板(baseboard)，而圓角需要3塊。一幢房子裏
面上上下下很多牆角，每個地方都要多切一塊踢腳板，這
可不是多一點點人工。

窗套有窗套(window trim)比較好
最偷工減料的窗戶完全沒有窗套；稍微好點的有個窗

臺；最好是有整個窗套的。有些房子只有一樓的窗戶有整
個窗套，二樓臥室就只有窗臺了。做工最地道的房子是上
上下下所有窗戶都有整個窗套。

實木地板VS地毯VS
符合木地板

實木地板(Hardwood)材料
最貴，需要$3/尺起；地毯其次

；最不值錢的是複合木地板Laminate( 三合板、五合板類
型表面貼一層皮的木地板）。實木地板不僅材料最貴，而
且安裝的人工費用是最貴。很多中國人剛來美國覺得地毯
比木地板好，覺得地毯高檔，其實不然。無論是喜歡地毯
還是喜歡地板，純粹個人喜好。

不過如果兩套房子價格地段建築年代等都差不多的情
況下地產君建議選實木地板那套。有些美國二手房會把”
Hardwood floor throughout”(全實木地板)作為賣點，就是
這個道理。

樓梯的臺階
Bull Nose vs Waterfall

樓梯臺階上的地毯有兩種鋪法：Bull Nose或Waterfall
。Bull Nose即在邊緣有突出，而Waterfall就是普通平平的
直角。Bull Nose或Waterfall，兩者之間，很明顯Bull Nose
漂亮不少。Bull Nose臺階的人工要比Waterfall貴很多。

做Bull Nose需另外加錢，一般是級臺階加收$20多，
整個樓梯臺階還是不少的。所以，做Bull Nose的Builder
比做Waterfall的Builder更給力。

廚房灶頭豎牆部檯面
Backsplash

現在的新房，廚房基本上清一色的整片大理石檯面
(Slab Granite Countertop)。優質廚房會在灶頭的豎牆部檯

面貼上瓷磚或者馬賽克，Blacksplash。而右圖廚房是光禿
禿的牆，沒有Blacksplash。

儘管Blacksplash價格不算太貴，所需瓷磚加膩子等材
料費預計在$100-$200 之間，但貼瓷磚的人工比較貴。
Blacksplash兼有裝飾性和功能性：燒菜的時候有油和汁水
不可避免的濺到牆上，一抹就抹掉了。

美國廚房之灶具
除了灶頭豎牆部檯面(Blacksplash)，從廚房的炊具上是

最能看出廚房的品質的。美國人的廚房炊具一般都有這麼
三樣：灶頭、烤箱、微波爐，外加一個抽油煙機。

美國人最常搭配方式是：一個灶頭和烤箱一體，加一
個帶抽油煙機的微波爐，不但可以花最少的錢置辦齊全，
而且這樣的搭配安裝費也省。但是，這樣一體化的炊具實
際用起來相當不舒服，因為經常需要一邊炒菜一邊在微波
爐裏加熱或者解凍東西，這樣人就近距離正面對著正在工
作的微波爐。

華人美國廚房必備
灶具之王—抽油煙機

美國房子必不可少的還有一個是煙霧報警器。當美國
式開放廚房，遇上中國式煎炸烹煮，對于華人來說”永遠
是個痛”。來美國後哪一個華人沒有因為炒菜把煙霧報警
器弄響過的經歷？

人家那個煙霧報警器是為了發生火災緊急報警的。警
報拉響幾次之後明白，美國的抽油煙機就是個擺設，最多
只能濾濾油抽抽風。

所以不管您現在正在看房還是已經買房，都可以從這
7大方面檢查一下房屋，別被賣家忽悠了哦！（文章來源
：美房吧）

七大細節來看你住的房屋品質如何七大細節來看你住的房屋品質如何？？
別被賣家忽悠了別被賣家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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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初次買房的人會考慮這個問題：買獨立房屋
（Single House）好還是公寓（Condo）好？二者有什麼區
別？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當然，最重要的
是要問問自己你的需求是什麼。

1. 投入和回報
House 擁有土地權，增值空間大，更加保值；但前期

資金投入大。Condo 前期投入小，Down Payment 一般來
說會少些，這給很多沒什麼積蓄的年輕人一個可負擔得起
的住房選擇。但是物業管理費用高。

2. 維護工作
你喜歡瞭解各種房子的知識，包括自己動手修修補補

、打理花園、鏟雪除草嗎？如果願意、並有時間動手，住
House可以讓你keep busy，鍛煉你的各種動手能力，給你
建設家園更多的成就感。當然，如果不願意或者沒時間做
的話，也可以雇人幹這些活。

住在Condo裏，管理公司（Condo Management）會
處理公共區域的維護工作，如花園的打理等等，通常情況
下你只需要負責Unit裏面的設施，如家電等。Unit房門以
外通常都是Condo Management 的責任，他們會從你繳納
的儲備基金（Condo Fee）裏支付維修費用，比如粉刷外
牆等。

比較新的Condo現在都是中央空調，通常你需要支付
電費，或者再加上水費。不過要注意的是，如果樓維護的
不好，以後的維修費用可能會增加，住戶需要負擔的Con-
do Fee也會相應增加，並且這些成本你個人是不能控制的
。以NOVA為例，我曾經住過一個老的公寓，隔壁有人出
售Unit，房價並不貴，但是2B2B的Condo Fee竟然要每月
600多！一些比較老的Condo，可能不時會面臨大額支出
去維修某一問題，這是買房的時候需要注意和考慮的。

3. 空間、後院和陽臺
House的空間一般比Condo大很多，並且有地下室和

車庫，可以讓你為所欲為
。以華府地區為例，1,000
平方英尺（SQF）在Condo
裏已經算比較大，而稍微
體面點的House則通常在3,
000-6,000 SQF之間。

Condo 空間較小，你要
仔細規劃，買多了東西就放
不下。當然，不是每個人都
喜歡很大的空間，因為大空
間意味著更多的清潔工作。
有的人喜歡臥室在二層或者
三層，這樣子家裏人活動的
時候可以互不干擾；但是有
些人喜歡所有的房間都在一
層，這樣不用爬樓梯。如果
有了孩子，你可能希望有個
後院給他們玩耍，也適合朋
友聚會和燒烤；而住在
Condo，尤其是 High-Rise
（10層以上的公寓），你能
夠俯瞰和眺望更遠的風景。

4. 附屬設施
Condo通常都配備有健身房（Gym）、Party Room等

，甚至還有游泳池。很多人希望身邊有這些設施，隨時可
用，因此選擇Condo。不過，維護的費用是從你每個月的
Condo Fee裏出的。如果你很少用這些設施，相當于浪費
了不少錢，住House就可以幫你省下這些費用。

5. 地點
大部分Condo公共交通較為便利，附近有較多生活和

娛樂設施，吃飯、購物、文化、娛樂、學校等都在方便的
範圍內。對于在市區上班的人來說，住在地鐵沿線極大地
節省了通勤的成本和時間。如果你想要在同樣地區買一個
House，你可能需要多付幾倍的
價錢。

6. 個人隱私和鄰里關
係

住在House裏，通常你有著
更好的個人隱私，同時有更好的
鄰里關係，比如夏天你們可以經
常一起交流打理花園的經驗。

住在Condo裏，你需要和別
人一起使用很多公共設施，並且
你和鄰居只有一牆之隔。Condo
的住戶流動很快，因此大家更難
成為朋友，甚至很多住戶老死不
相往來。

7. 安全和服務
現在一般的新的Condo都有

24小時的保安和前臺服務，裝有
視頻監控系統、煙感和煤氣感應

系統，外人進入Condo需要通過呼叫住戶或者前臺登記，
安全度較高。同時前臺服務會幫你接受快遞，呼叫各類水
電維修服務，需要的時候借給你一些工具，即使在你旅游
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幫你監督家庭財產的全。

House由屋主獨立負責，你需要自己安裝安全系統。
它的安全性取決于房屋本身（或者說取決于屋主本人），
還有周邊的環境。你需要操更多的心。

8. 限制
在得到許多服務的同時，住在Condo裏你要接受許多

限制，比如是否可以養寵物（可以養什麼類型的寵物、可
以養多少、每只要交多少管理費等等）、只能住幾個人等
等。你可以在協議許可的範圍內改造自己的私人空間，如
果涉及結構的改動往往需要得到鄰居和管理處的許可，對
于公共空間則僅有使用權。

相比之下，Single House完全是你自己的領地。當然，
你所在的 Community 可能會有業主協會（Home Owner's
Association），他們對房屋外觀改造等可能也會有限制，這
在一些Planned Community（比如NOVA的Reston）尤其如
此，有些規定細緻到外牆只能刷什麼顏色。不過，總體來說
，Single House比Condo的限制少很多，自主權更大。

9. 豪華Condo
近年隨著一些城市的人口增長和老齡化，豪華Condo

漸顯人氣。一套位置方便、設施豪華的3B2B Condo，價格
甚至要高于5B3B的新建House。這種Condo對于有財力、
但不願花人力管理房子的人來說可能是很好的選擇。

10. 責任
Condo有左鄰右舍、樓上樓下。一家漏水可能會殃及

幾家的住戶。而Single House則互相獨立、互不相干，只
要你家的大樹別砸到隔壁屋頂上就沒啥問題。

如果你充分考慮到了上面這些因素，究竟是該買Sin-
gle House、還是該買Condo，相信你心裏已經有底了。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購房美國購房：：HouseHouse與與CondoCondo有什麼不同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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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喝酒的習慣與規矩(上)
感情淺，舔一舔；感情深，一口悶；感情
鐵，喝出血，這是中國人的酒話。那麼，
外國人是如何對待杯中物的
習慣與規矩

酒是一種好東西，然而如果沒有一
個好的喝酒規矩，它就可能成為一種
有害物質。

大家都知道，飲酒既可以給人們帶
來快樂，也會給人們造成煩惱，甚至會
危害身心健康。今日中國社會上流行
的飲酒習慣，有不少值得反思之處，看
看別的國家的喝酒規矩也許對我們有
啟發，特別其他國家為了保護青少年
健康而立的各種法律更值得我們參考
。迄今為止，中國尚沒有對青少年飲酒
進行立法，未來應該補上這一課。我在
美國前後生活了將近十年，本文就以
我的所見所聞來談談美國人喝酒風俗
。
美國人喝烈酒要摻水

美國的商店裡啥酒都有賣，諸如伏
特加、白蘭地、威士忌等這些烈酒都有
，但是我在美國那麼多年，參加過各種

大大小小的家庭和學校宴會，從沒見
過有人喝這種烈酒。在我的印象裡，他
們通常只喝啤酒或者葡萄酒。啤酒的
酒精度一般在5度以下，葡萄酒的酒精
度則在13度左右。這種低度酒也被看
做一種飲料，可以在一些學術講座這
些正式的場合飲用。

前幾年我回斯坦福大學訪學，期間
去聽了一場哲學系的學術講座，主講
人是來自劍橋大學的教授。這種場合
一般都提供飲食，但是這次還有葡萄
酒。講座是下午五點開始，正是該吃晚
飯的時候，有人就提議是否可以邊吃
邊聽，自然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那次
我連喝了兩杯紅酒，感覺有點兒上頭，
暈暈乎乎的，不過聽起哲學講座，浮想
聯翩，思維特別活躍，感覺到悟性特別
高。

這是美國的一種文化，沒有把吃飯
和學習分得那麼開，也沒有把學術講
座看得那麼嚴肅。斯坦福大學還有一
種“午餐盒講座”，就是利用中午12點
到下午1點這個時段，安排一個小型的

講座，大家帶著各種食品
飲料，邊吃邊喝邊聽，真
是啥味道都有。孔子說

“食不言，寢不語”，這是
我們的老規矩，可是人家
利用吃飯午休的時間來
辦講座，也算是一種另類
思維吧。

不僅聽眾可以邊喝酒
邊聽講座，講座者也可以
邊喝酒邊做報告。也是在
那次回斯坦福大學訪學
期間，還聽了華裔學者丘
成桐的講座。他是哈佛大
學的大教授，是菲爾茲獎
獲得者，迄今華裔只有兩
個人獲得過這個數學界
的最高獎項。丘成桐講的
內容我聽不大懂，印象不
深，但是他給我留下印象
最深的是邊喝酒邊講座
的“名士風度”。講座開始
時，講臺上放著一個大高

腳 酒 杯，裡
邊盛著紅葡
萄 酒，他 是
邊 喝 邊 講，
講 座 完 了，
酒也喝完了
。有些人說，
講座前喝點
兒紅酒可以
使得思路更
活 躍，不 知
是否有道理
。

中國人不
會在正式的
工作場合飲
酒，在 這 一
點上美國人
就顯得很任
性，但 有 一
點，他們喝的都是啤酒或
者葡萄酒，烈酒則絕不會
出現在這種場合。

如果要見識西方人是
如何喝烈酒的，只有到酒
吧裡了。我跟朋友一起去
酒吧體驗過一兩次，發現
他們喝烈酒的習慣也很
另類，一般要加冰塊或者
摻冰水喝。服務員斟酒時
，杯子底部就那麼一點酒
，加上幾個大冰塊，再烈

的酒也變成“水性楊花”了。還有一種
喝法就是，給你一瓶像白蘭地這種烈
酒，再提供一大瓶冰水，自己調和著喝
。這種摻水喝烈酒的方法倒是新鮮，咱
們中國的白酒都是高度烈酒，不知道
是否能摻水喝，不知道是否有人嘗試
著這樣做。
美國如何禁止青少年飲酒？

在中國，青少年可以隨時隨地接觸
酒和品嘗酒，沒有很明確的法律限制，
所以一個人從小到大什麼年齡開始喝
酒，完全決定於生活環境。而對飲酒危
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問題，大人也缺

乏這個意識。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到商
店給大人買酒，售貨員一般不會過問
買的酒是讓誰喝的，更不會限制他買
酒。我見過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被一幫
成年人哄著喝了一杯啤酒，結果喝得
滿臉通紅，不少大人看了還很開心。這
在美國都屬於違法行為，警察要來干
涉的。

美國對青少年飲酒有嚴格的法律規
定，到21歲成年才能喝酒。然而光有一
個法律還不行，如何執行才是關鍵。美
國人的做法是，全民監督，不給青少年
沾酒的機會。(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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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喝酒的習慣與規矩(下)

所有餐館和商店嚴格執行這一法律。去年我送女
兒到美國讀書，期間幾次到餐館吃飯，她好奇想
嘗嘗啤酒。餐館服務人員就讓她出示駕照證明自
己的年齡，雖然女兒在新加坡有資格喝酒，新加
坡規定是18歲就可以喝酒，但是在美國還不到喝
酒的年齡，只好作罷。我經常到商店裡買東西，看
到凡是要買酒的年輕人，售貨員都要他們出示年
齡證明才決定是否賣給他們酒。在這種氛圍下，
美國的年輕人也養成了自覺習慣，不到年齡也不
會喝酒。

在美國，一個人到了16歲就可以學開車，但是
在喝酒的合法年齡之前只要測出血液酒精含量，
不論多少都會受到嚴懲，輕者吊銷執照，重者甚
至會被拘留。然而成人是可以適度飲酒的，只要
血液裡的酒精度不超過一定的指標就沒事。一般
來說，成年人喝一杯啤酒駕車是沒事的。

實際上，美國各州對飲酒有不同的規定，有些

州甚至不允許成年人在公眾場合的室外飲酒，大
概也是為了避免給青少年以不良的影響。去年我
又回加州訪學，一天傍晚，我從商店買了兩瓶啤
酒，又到墨西哥餐館買了一個烙餅卷，然後坐在
餐館外的一張椅子上邊吃邊喝。這時一位老美過
來告訴我，在公眾場合喝酒是違法的，警察會來
干涉，如果真想在外邊喝，必須用報紙什麼的把
酒瓶子裹起來，不能讓別人看到你是在喝酒就行
。

美國有些大學對喝酒規定很嚴，如果晚宴提供
酒精飲料，必須事先向警察申請報備，宴會時間
不得超過晚上11點。我有一位哈佛大學的朋友曾
經告訴我這麼一件事，他們舉辦學術會議時晚上
開了一個晚會，提供有啤酒和葡萄酒之類的東西
，事先也向當地的警察局報備了，但是大家談得
開心忘記了時間，過11點後警察就來清場，還要
過問主辦者為何這樣做。

在美國，
大 學 校 園
裡 的 餐 館
和 商 店 都
不 售 賣 任
何 酒 精 飲
料，也是出
於 儘 量 減
少青年學子接觸酒的機會。
為何美國少見醉鬼？

美國人到了法定喝酒年齡後，誰都可以喝點兒
，但是他們一般都是適可而止。我在美國生活那
麼多年，周圍那麼多美國朋友，從來沒有聽說過
有酗酒者，也從來沒見到一次有人醉酒。美國人
喝酒習慣是自斟自飲，也是自娛自樂，他們不勸
酒不劃拳，不在酒上看情誼的深淺，不在酒上比
能力的高低，也沒有看別人醉酒後出洋相的癖好

。
當年，我剛到聖地

亞哥時，有一對六七
十歲的老夫妻作為我
的友好家庭，每逢節
假日他們都把我接到
他們家裡過。給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他們
家的車庫的一堵牆上
做了一個酒架，上面
儲藏著各種酒。每頓
吃飯時，主人就會問
我是否想喝點兒酒，
我知道美國人請客不
用客氣，想喝多少喝
多少，他們既不會勸
你喝，更不會勉強你。
美國的家庭主婦也是
把喝酒當成生活習慣
，這在中國不多見。在
中國的家庭裡，似乎
只有大老爺們才有喝

酒的嗜好，因此一個家庭婦女愛喝酒會被當成另
類。

美國人對喝酒的理解既簡單又單純，就是飲食
的一種調配，社交場合的一種禮儀方式，給交談
增加一些情趣。
中國酒與歐美酒的區別

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造酒業十分龐大，然而
在國際市場所占的份額卻有限。我一直在思考，
這究竟是因為什麼？

美國到處都是酒吧，商店裡售賣來自世界各地
的形形色色的酒，但很少賣中國酒。然而在美國
的酒吧裡或者酒類專賣店經常可以見到日本的
清酒，不少美國人還是很能接受日本酒的。中國
酒出口美國，一般也只能在中國食品店見到，多
是旅居海外的華人購買。

與歐美酒和日本的清酒相比，中國白酒的製作
工藝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酒精的揮發性很高
，不僅喝酒時空氣裡充滿著酒氣，喝了酒的人呼
出的氣流也是撲面而來的酒精夾帶著飯菜味兒。
歐美酒的類型很多，然而不管是低度的還是高度
的，也不管是什麼味道的，一般都不太揮發酒精，
所以酒吧或者餐館一般聞不到酒氣兒，喝酒的人
也不會讓人聞到他呼出氣流的酒精味。

中國的酒若要走向世界，則要研發一些10度
左右的低度酒，因為西方的大眾喝的一般都是這
種酒精度的酒。

酒是一個巨大的國際市場。中國酒要走向世界
，要在國際市場上分一杯羹，必須首先克服酒精
揮發的製作工藝問題，同時也要大大降低酒精度
，如此方能創造出中國酒的世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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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美華裔老人
更愛獨居 更有歸屬感

【來源:中新網】
中新網10月27日電 據美國

僑報網編譯報導，科研領域新興
新聞網站 Phys.org 當地時間 26
日報導，一項研究表明，舒適的
居住環境和遠離成年子女獨自
居住讓美國的老年華裔移民更
能找到家的感覺，生活滿意度也
會更高。

喬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國際長期護理
董事協會(nter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Long Term Care Direc-
tors)以及陝西師範大學的研究
人員發現，為老年人制定的良好
社會政策，如醫保(Medicare)、醫
療補助(Medicaid)，低收入住房
以及社會服務等是讓老年移民
在異國他鄉找到歸屬感的重要
因素。這些研究成果已在《跨文
化 老 年 學 雜 誌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上
發表。

“亞裔美國老人這一少數族
裔得到的關注很少。”詹喬治亞

州立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妮
•詹(Jenny Zhan)博士說，“他們
的需求常常得不到應有的照顧，
因為人們都認為他們能夠自給
自足，並且得到了家庭成員的關
愛。”

亞裔是美國少數族裔中增
長最快的族群之一。亞裔美國人
的移民率在2010年首次超越嶲
語裔，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
。這其中的許多移民都是老年人
。華裔美國人是占比最大的種族
，同時也是年齡最大的。根據美
國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Bureau)的預估，到了2050年，65
歲以上的亞裔美國人數量將達
到 240 億，這是 2000 年數量的 3
倍。

這些老年移民來到外國生
活後，會遇到無數的挑戰，比如
不會說所在國的語言，在這裡沒
有工作經歷以及只能賺得微薄
的工資。

對於美國亞裔族群的研究
很有限。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針

對在國外生活的華裔老年人的
情感研究。隨著移民到美國的亞
裔美國人越來越多，他們在這裡
退休、養老，瞭解他們對於家的
概念以及生活滿意度不僅能夠
揭示出他們的生活品質，還能夠
為政策制定者和社區組織提供
信息，以便提供更好的社會服務
。

這項研究的老年參與者大
部分來自於中國。整體看來，參
與者認為自己在美國的歸屬感
較高：92%的人都對他們的住所
是一個“舒適的地方”表示贊同
或強烈贊同，89%的人表示“我
住的地方給我一種家的感覺”。
81%的人對自己的生活表示滿
意。

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跟著
子女來到美國，在這裡幫忙帶孫
子孫女。超過一半的老年人表示
，他們更願意和成年子女分開住
，他們提到了“不同的習慣、時間
安排以及生活方式，並且不希望
妨礙到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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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wesome Calendar
這個App也有自動同步功能。它可以文字記錄，

添加照片，查天氣。
價格：$6.99
系統：IOS, Android
7.Asana

這是一個方便 teamwork 的 app。讓你可以自由
和你的同事share信息，也可以評論，分享照片，設定
deadline.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8.Focus Keeper

這是一個幫助你集中注意力的app。你可以自己
設定集中注意力的時間，也可以設定背景音樂和時
間。它會自動記錄你的注意力集中狀態
價格：$1.99
系統：IOS

9.Triplt
每一個 traveler 都應該擁有的 app。它能自動記

錄itineraries，在offline情況下也能夠找到目的地，甚
至可以把你的行程分享到朋友圈。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Windows Phone
10.AroundMe

這個App簡單粗暴且非常棒，是生活服務好幫
手。不管你想nearby找吃的喝的玩的還是想找加油
站，都能輕鬆搞定。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Windows Phone
11.Habit List

如果你不擅長設定目標，這個 app 可以幫助你
設定目標追蹤完成情況以及明確今日目標。
價格：$3.99
系統：IOS

如果你很忙如果你很忙，，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
這些這些AppApp一定要收藏一定要收藏！！((下下))

如果你很忙如果你很忙，，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
這些這些AppApp一定要收藏一定要收藏！！((上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忙於生活工作中各種事情，快要崩潰了，這11

個App能夠拯救你。它們能夠讓你的生活變得簡單順暢！
一起來看看吧！
1.Wunderlist

Wunderlist是一個任務管理App，能夠幫助你管理生
活中各種事情，不管是買菜還是辦婚禮。你可以share你的
to do list到你的任何設備上面。也可以設定due dates來提
醒自己，並且非常容易查詢。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Windows，Kindle Fire
2.Pocket

很多時候手機或者社交平臺上都會彈出讓你感興趣
的新聞或者文章，但是你當下沒時間閱讀。當你有時間讀
的時候已經找不到這篇文章了。Pocket就讓你在看到有
興趣的文章/視頻時，能夠方便快速下載這些文章視頻，
等你有時間的時候再讀。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Kobo
3.Slice

網購能幫我們節省時間，但追蹤包裹卻常常讓人覺
得很麻煩。Slice能夠幫我們解決包裹追蹤的頭疼。Slice可
以自動抓取email中的tracking numbers,在地圖上顯示包
裹所在位置。它也能夠保存你的賬單，追蹤你的預算。這
是網購達人必備的App！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4.Todoist

這是又一個任務管理app。它能夠提醒你的任務完成
時間，也能讓你很好的安排任務。福利：它有24/7 系統同
步設置，所以即使沒有網你也可以使用這個app.
價格：免費
系統：IOS, Android
5.Do It (Tomorrow)

這個APP可以讓你check每天的任務是否完成，並且
能夠把未完成的項目自動推到明天。不會Mess up。
價格：$2.99
系統：IOS, Android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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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征文

跨越太平洋的记忆

“初次见面，
我就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到了向往已久的斯坦福大学，除了专业课学
习和研读专业书籍外，我的其余时间基本都被学
习 英 语 占 满 。 在 参 加 斯 坦 福 大 学 贝 克 特 尔

（Bechtel）国际中心的英语课时，了解到可以申请
英语伙伴，我毫不犹豫地填写了申请表。在经历
了两个月不知自己是否申请成功的漫长等待后，
我终于收到了国际中心的回复，很快，便安排了
我与英语伙伴的见面。

与约翰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至今还清晰地
记得。那是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3 点半，在国
际中心，我见到了约翰。

他比约定时间到得早，看到我走来时笑容满
面，同时很艰难地站起来同我握手。他叫约翰·

赫伦 （John Heron），脸蛋红红的，是位慈眉善
目的老人家。在自我介绍后，他送给我一本书
——是他自己精心编写并打印出来的。这是他提
前为我们的英语学习准备的教材，封面上印着20
多年来他所帮助过的外国学者。这本书内容很丰
富，有对加州自然、历史和文化的描述，有对美
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介
绍，书后还附有地图资料。这让我惊喜不已，第
一次见面，我就被约翰的认真和诚意深深地打动
了。

交谈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约翰自从 1999
年退休后就一直在做英语伙伴志愿者。他记得自
己结识的每一位学者，还特别提到了之前一位来
自中国福州的学者。大家常说美国人很注重保护
个人隐私，但约翰对于我这个初次见面的他乡客
却毫无保留。他递给我一张便条，上面详细记录
着他的地址、电话、出生地和家庭成员等信息，

还有他与妻子及儿孙的合影。我当时就坚信，这
一定是位善良又温暖和蔼的老人。

约翰生于 1937 年，当时已经 81 岁了，这让
我感到非常吃惊。在中国，退休之后还会选择继
续工作的人并不多，何况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但
约翰仍然在坚持做没有任何报酬的志愿者，并且
一做就是 20 年，这种奉献精神真让我敬佩！更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我们见面结束后我送他上
车，当他提起右边裤腿时，我才猛然发现他的右
腿原来装了义肢，难怪他起身和走路看起来都很
艰难，我原以为是因他年迈而行动不便的缘故。
约翰的车渐渐远去，一种难以描述的感动涌上我
的心头。

“我俩定会再次相见，
我在中国等他”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与约翰的见面次数也
越来越多，我们常常聊得很愉快。得知我来自
中国时，约翰很兴奋，说他很喜欢中国，也喜
爱 中 国 的 文 化 ， 更 梦 想 着 去 中 国 看 看 。 当
然，这个愿望在 5 年前就已经实现了。他和妻
子去中国旅行了 20 多天，去了饱含历史的北
京、西安，也去了充满时尚活力的上海、香
港，他们还去了长江三峡。他说，看到中国
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经济高速发展，
他特别高兴，因为眼前的中国比他想象中的
更壮丽、更美好。

他专门给我带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他的中国
朋友写的汉字“约翰”。他还特意准备了中国地

图，让我指出我的工作地兰州和家乡商丘的具体
位置。我便把兰州和商丘两地的历史和文化都介
绍给他，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再到中国做客，我来
为他做导游，带他再次领略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璀
璨的文化，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勤劳与善良。

因为我的课程每个学期都不同，我们的见面
时间也常随着我的课程表而调整，但约翰从未因
此而表现出不快。我们每次聊天都内容充实，分
享彼此的经历，分享彼此对中国和美国的感受。

一年转瞬即逝，很快到了我要离开的日子。
分别前，他决定带我到旧金山“一日游”。

这天一大早，他便开车来接我，拄着拐杖
带 我 游 览 了 旧 金 山 的 水 之 神 殿（Pulgas Water
Temple）、金门大桥、金门大桥公园和美术博物馆，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

临别时我送给他两份礼物，一个是带有斯
坦福标志的红色杯子，并告诉他，红色在中国
代表吉祥，我希望把最美的祝愿留给他；另一
件是我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福”和“春”，用
这两个寓意丰富的汉字祝福约翰健康长寿、幸
福常在，也祝福中美两国友谊长存！约翰说他
特别喜欢。

我很高兴也很幸运拥有这样一位海外知己，
给我的留学生活增加了一抹难忘的亮色。我相
信，我与约翰一定会再次相见，在中国的某个地
方，我将带他去看我心中最美的山河。

（寄自美国）
作者简介：洪帅，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
者。

我那八十一岁的语伴约翰
洪 帅

2018年9月18日，我怀着满腔热
情 和 期 待 来 到 美 国 斯 坦 福 大 学 访
学。然而，最初的兴奋和新奇还没
消 退 ， 一 个 重 要 问 题 就 开 始 浮 现
—— 我 的 英 语 口 语 水 平 还 有 待 提
高。虽然临行前做了很多准备，英
语也学了很多年，但这毕竟是我第
一 次 跨 出 国 门 ， 投 入 全 英 语 环 境
中。语言问题成了我最大的挑战，
提高口语水平便成了首要任务。

作者(左） 与约翰在斯坦福大学书店

适应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李莹 （化名） 在爱拓奇 （italki） 在线汉语教学
平台已有3年的教学经验，她认为，网络课安排灵
活，上课时长及次数全由学生自己决定。“我们的
授课时间从 30 分钟到 90 分钟不等，根据老师们的
上课时间，学生可以选择合适的课程。”

李莹的感受也是不少选择在线学习汉语的学生
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在线课程的授课模式更能适
应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李莹认为，传统大班式教学较难顾及到学生的
个体情况，而网络在线推出的一对一在线教学模式
更有针对性。“我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划分成初
级、中级、高级3个学习阶段，根据他们的情况设
计不同的课堂话题，这样的学习更具有针对性，也
能更快得到提高。”

对此，美和汉语 （北京） 中心经理王茹深有感
触，她表示，公司开设在线学习课程的原因就是为
了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汉语。“原来我们只有线下
课程，但这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外国学生一旦回
国，就不能继续之前参加的线下课程。”王茹说，

“每一个机构、每一名老师的教学方法都有差异，
如果学生回国后，再重新选择老师，就会导致学习
跨度太大，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学习效率也
会降低。”

离开中国后，艾丽娅选择在线上继续学习汉
语，在她看来，相比于线下课堂，她更青睐在线学
习。“学校多是大班式教学，有时候为了照顾其他
学生，老师会放慢教学节奏，但这可能导致中文水
平较高的学生的学习进度也放慢。相反，线上老师
会根据学生的需求适时调整，比如增加模拟对话的
时长。”

除了服务学生之外，在线教学也使得老师的教
学范围、教学方式更为自由。李莹认为，在线教学
更能让自己发挥创造力，也利于老师更好地把控课
堂。“线上教学模式相对灵活，我可以使用纯聊天

式的授课模式，也可以沿用传统授课模式。传统的
教学思路多少会受制于课本，当我尝试网络教学
后，发现学生能够更好地顺着我的思路学习。” 李
莹说。

线上线下互为补充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汉语教学中的师生互动
都是关键一环。在线教学尽管突破了时空限制，但
不可避免的是师生之间仍然隔着一个屏幕。

就此，同时兼任线下和线上对外汉语老师的代
秀 （化名） 认为，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区别主要
是教学方法。“相比于线下教学，学生在线上很难
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所以线上教学需要提炼教学精
髓，且教学时间不宜过长。” 根据二者的不同特
点，代秀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做法，即在线上课堂
主要使用造句、模拟对话、复述课文等教学方法，
线下教学则可以采用多种课堂形式。“在线汉语课
程还有一个局限是由于着重语言交流，相对不利于
学生学习汉字书写。”

相对线下课程，线上汉语课程的优势除了打破
时空限制之外，也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
养。“线上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让学生更加自觉地学习。”代秀说。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教授方言的在线学习平台
开始进入了汉语学习者的视野。杰森在爱拓奇在线
平台学习粤语，他说：“教授方言的线下课堂数量
很少，在线学习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在学习过程
中，老师会提供几个句子让我复述，但是粤语的发
音和普通话有很大区别，我一开始总是读错，老师
就会让我不断重复，还会通过一些小故事让我加深
印象。”

杰森的粤语学习每周一次，形式是视频通话。
“平常我只和亲人视频通话，现在每周都要和老师
视频通话，也会觉得亲切。一段时间下来，我和老
师成了朋友，即使是在非上课时间，我们也会聊聊
天。”

在线汉语教学市场趋热

随着中文网课的不断升温，线上学习中文的课
程和相关软件也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不少线下
机构也趁着热潮开发了线上的学习平台。

以美和汉语为例，他们的线上平台用户主要来
自欧美国家，约 70%是成人，约 30%是青少年。美
和汉语自有数据显示，学员学习原因分别为对日常
汉语感兴趣、想参加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因为工作
原因需要学习商务汉语。值得关注的是，华裔青少
年是线上学汉语的新兴群体。“我们网络平台的用
户有约60%是之前在我们机构线下学习的学生，因
为对课程和老师比较满意，离开中国之后希望继续
学习汉语，就转到我们的网络平台。” 王茹说。

王茹表示，在线汉语教学主要分为直播课和录
播课两种。“录播课的优势在于灵活，但不利于师
生之间的互动。直播课的优势在于老师可以及时掌
握学生的学习进度，学生也能获得有针对性的指
导，这种交互式的学习方法利于提高学习质量。”
王茹说。

对于未来通过网络学习中文的趋势，王茹持乐
观态度：“有条件能到中国学习的外国人毕竟有
限，线上中文学习平台则突破了时空限制，提供了
灵活的授课模式，越来越受到外国汉语学习者的青
睐，发展势头很好。”

王茹同时提醒，未来在线汉语平台除了需要不
断完善平台建设外，任职教师的专业性也需要进行
把关。“老师的专业性不够会影响学生对课程的期
望和学习的动力，在筛选老师方面在线学习平台应
该投入更大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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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汉语学习模式在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传统的汉语教学培
训机构之外，近年来，依托互联网提供线上汉语教学服务的机构大量涌现。很
多汉语“发烧友”也逐渐形成了通过网络来学习汉语的习惯，在线汉语学习悄
然兴起，成为风靡全球的新时尚。

美和汉语的线上平台用户主要来自欧美国家。
美和汉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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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國際姐妹城市（Sister cities Interna-
tional, SCI）市長峰會（Mayors' Summit）2019年會開
幕典禮於7月 18日在休斯頓布朗會展中心(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隆重舉行，來自世界不同國
家的19座姐妹城市的代表和嘉賓500餘人出席，開幕典
禮在莊嚴的國歌演唱中拉開帷幕。

開幕典禮由國際姐妹城市協會主席Roger-mark De
Souza主持。 Souza首先介紹國際姊妹城市的起源和發展
狀況。他說1956年由當時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提議
將美國城市與其他國家的城市聯繫起來，相互交流思想
和文化，讓美國社會各階層的個人參與公民外交，希望
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夠減少未來世界衝突的可能性
。國際姐妹城市通過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相互尊重，相
互理解和合作，提高領導能力，確保充滿活力，達到互
利共贏的目的。

本次國際姐妹城市年會主席、聖安東尼奧市市長
Ron Nirenberg致開幕辭，他說休斯頓是美國最多元化的
城市，是美國的第四大城市，擁有美國大的港口，有世
界最大的醫學中心，美國宇航中心和世界能源中心。休
斯頓與世界18個城市建立了姐妹城市合作關係，是傑出
的模範城市。本次SCI年會的主題為 “城市意味著商業
” (Cities Mean Business)，側重於經濟的發展，做出突
出的貢獻，共建一個美好的世界。

休斯頓市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
）委託市議員Jack Christie致辭，他在致辭中說：“作
為休斯頓市市長，我很榮幸地歡迎您來到這個多元化的
城市，休斯頓四分之一的居民是外國出生的。自建城以

來，作為鐵路迎接大海的貿易樞紐，休斯頓因其而蓬勃
發展國際聯繫。我們擁有超過90個總領事館和領事館。
今天，我們是全球能源之都，擁有美國航空航天局
（NASA），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中心和繁榮的港口。
隨著我們建立的創新走廊，我們也開始大踏步前進，成
為技術和創新的中心。相信我們是舉辦這個國際姐妹城
市會議的合適城市。我們不建造牆壁，我們與世界18個
城市建立了姐妹城市合作關係，歡迎來到休斯頓！”

國際姐妹城市協會榮幸地將2019年艾森豪威爾和平
獎頒給肯尼迪總統的女兒凱瑟琳•肯尼迪•湯森
（Kathleen Kennedy Townsend），感謝她作為外交使
節，終身推進世界和平，體現崇高的人生價值。 “國際
姊妹城市就是世界渴望的公民外交。” 湯森女士說。
“我非常榮幸能夠獲得艾森豪威爾和平獎！國際姊妹城
市是致力於跨文化、語言和國家合作的標誌，是建立更
加和平和富有成效的社會的最佳方式。” 她也在獲獎時
通報一個大好消息，世界著名的萊斯大學（Rice Univer-
sity ）從今年開始，免收學生學費！

萊斯大學校長李達偉（David W. Leebron）致歡迎
辭，歡迎世界各界朋友訪問休斯頓，訪問萊斯大學！李
達偉於2004年就任萊斯大學第17任校長至今。在他的領
導下，萊斯大學經歷了快速發展和轉型階段：增加本科
生數量、提高校園活力、增加科研投入和提升國際影響
力，深化與國內外的合作關係。最重要的是，萊斯大學
免除本科生學費！

最後，本次國際姐妹城市協會休斯頓分會主席朱伯
朝（Harry Gee）致辭，慶典落幕。

國際姐妹城市市長峰會在休斯頓舉行
肯尼迪總統女兒獲艾森豪威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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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6月30日，為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二十
二週年，休斯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得州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美中友好促進會等美南地區的二十二個
僑學屆社團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座談會。針對22
年來香港取得的成就以及近期出現的亂象，得州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榮譽會長鄧潤京上台發言。發言稿全
文如下：

尊敬的劉紅梅副總領事，各位領導：
香港回歸22週年，我們能在中國人活動中心，

舉行這樣的聚會，我非常高興。也感謝主辦單位的邀
請，能讓我在此發言。

眾所周知，在前幾天，在香港發生了“反送中”
大遊行。香港警方統計有20多萬人上街。
遊行的訴求是反對修訂《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修訂）條例草案》，簡稱《逃犯條例》
。由於香港和台灣之間並沒有相互引渡刑事犯的法律
，香港有可能成為罪犯的“避風港”。

修訂《逃犯條例》正是要補上這一漏洞。這件事
的起源是“潘曉穎命案”。 2018年2月，20歲的潘
曉穎(Poon Hiu-wing) 和男友陳同佳(Chan Tong-kai)
去台灣遊玩。之後，他獨自返港。她的家人開始擔心
，並且報了警。一周後，台灣警方在台灣北部一個捷
運站附近的灌木叢中發現了潘曉穎的屍體。屍檢顯示
，她已有四到五個月的身孕。香港警方逮捕了陳同佳
，他被控侵占女友的手機、數碼相機和3000美元現
金。但沒有指控他謀殺。根據香港法律，陳同佳必須
在台灣接受與謀殺有關的指控。但由於香港與台灣沒
有引渡協議，因此陳同佳一直留在香港。

這就是修訂《逃犯條例》最初誘因。而幾十萬人
上街遊行反對修訂這條法律。

現在問題來了，這樣一個補漏洞的修法，本來是
很正當的。為什麼幾十萬人要上街遊行呢？他們說是
怕犯了罪以後會被送到中國大陸接受審判，因此遊行
定名為“反送中”遊行。我們不禁要問一句，如果你
沒有在中國大陸殺人越貨，你又為何懼怕被送到中國
去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遊行的生成，一方面是有
境外的勢力，在後面鼓動和挑唆。另一方面，也確實
是香港同胞發現自己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低了。境外勢
力是誰？又有誰有如此的希望和能力。這一點大家心
知肚明，不用在這講了。香港同胞發現自己的生活水
平相對越來越低了。這是本文的重點。

香港的難題不在法律，而在經濟。香港怎麼了？
縱觀香港1961-2016年的GDP增速，由當年接

近20%的年增速，如今跌落在2%-3%左右徘徊。
如果我們把深圳和香港的經濟放在一起對比，這

種落差感將更加凸出。
16年前，香港的GDP總量是深圳的7倍，但今

天，深圳幾乎與香港持平。如果深圳還保持高增長率
，2019年末，深圳經濟總量將超過香港。

這顆曾經是世界上最亮的東方之珠怎麼了？香港
回到凡塵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1949年-99年是香港黃金50年。
1949年，大陸解放。來自上海等地的舊社會資

本家大批湧入香港，為香港注入資本、勞動力，這是
香港騰飛的基礎。

50-60年代，西方開始封鎖中國。香港成為中國
通往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香港成為大陸的另一個
「廣州十三行」 。

60-70年代，日本、德國的產業開始轉移，香港
以廉價勞動力和資本基礎，承接了大量的產業轉移，

香港的製造業基礎這就有了。
70年代之後，大陸大批量引進西方成套技

術設備，這些技術設備全部通過香港轉口。天
量的轉口貿易和配套的金融體系，讓香港迎來
了最為黃金的10年發展期。奠定了香港成為世
界級港口和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基礎。

這50年，香港背靠大陸這個天量的需求腹
地。是 「唯一窗口」 、是 「製造業中心」 、是
「轉口貿易中心」 、是 「金融中心」 。

還有就是文化中心。港式文化的無厘頭、
古惑仔、港式警匪電影、周潤發、周星馳、成
龍、劉德華……這些文化符號如潮水一般湧入
大陸。所到之處，山呼海嘯。

香港的黃金50年，是大陸封閉落後的50年
，內地的跌宕史，恰恰就是香港的發家史。這
50年，大陸之不幸，塑造了香港之大幸。

但大陸全面推進改革開放之後，原有的世
界秩序瞬間摧毀了。

製造業先逃跑。從香港跑到了土地、人力
、管理、稅費等各項成本更低的廣東、福建和
東南沿海其他省份。轉口貿易緊隨其後。中國
加入WTO，上海、寧波、天津、廣州、大連等
大型港口集體發力，全球來往貨櫃直接在內地
靠岸。
再然後是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崛起的背後是物
流中心、是轉口貿易、是龐大大陸市場的唯一
出口。但如今，物流中心分散了、轉口貿易轉
移了，上海自貿區出現了。

香港萎靡的10年，是大陸崛起的10年。香
港的經濟問題不在香港，而在大陸。

香港還是那個魂牽夢縈的香港，而大陸的
變化太快。經濟上的優越感天平，越來越向羅
湖橋對岸的深圳傾斜。

22年來，香港不是沒有機會轉型，可惜都
錯過了。

新世紀到來，在製造業、轉口貿易出現轉
移傾向之時，香港也曾提出若干個轉型計劃。

1999年，董建華擬定 「數碼港」 計劃，要發展
互聯網科技。

站在那個節點，俯瞰當時的全世界。谷歌也就剛
在加州的私家車庫裡誕生，遠沒有上市。 Facebook
、推特的影子在哪還不知道。國內的阿里、騰訊還都
是10人的小團夥。馬雲那時候，還只是長相奇醜的
小伙子。

當時的香港，在軟件、技術、人才、資本，哪個
方面不都是甩了大陸幾條街。只可惜，互聯網沒做起
來，數碼港被搞成了房地產開發。

後來，董建華又提出 「矽港」 計劃。台積電出來
的張汝京想在香港搞芯片製造，香港人以 「炒地皮、
炒樓價」 為由堅決反對，又搞遊行。結果，張汝京被
上海請走了，在上海搞了個“中芯國際”。現在是中
國最大、世界第四的芯片製造商。

再後來，董建華再次提出 「中藥港」 計劃。因為
香港既有積澱深厚的科研體系，還有龐大的生物科研
人員，最重要的還有全世界都認可的質檢體系。這樣
產學研一體戰略佈局再次因為資本的短視，也沒搞起
來。

相對羅湖橋對岸的深圳出現了“華大基因”，又
成為全球一流的基因、生物科研企業。
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碩士畢業生汪滔
，10年時間，把無人機的產品做到全球70%的份額

。這就是連美國空軍都向他訂貨的“大疆”。他的公
司沒有設立在母校的周圍香港，而是跑到了河對岸的
深圳。

從1999年到05年，如果香港抓住這三次機會，
香港就是亞洲互聯網中心、芯片製造中心、生物科研
中心。可惜，歷史上沒有如果。

同一時期，香港經濟脫實向虛，掉頭轉向 「金融
業、地產業、服務業」 。把資本炒到天上，把房子炒
成天價。所謂的自由金融貿易港，帶來了大量的熱錢
過境，這些資本熱錢把經濟炒成了虛胖。

階層接近固化，年輕人沒有出路，貧富差距拉大
。金融、地產這兩項，無論哪個都不是初入社會的年
輕人能玩兒的。出頭無路、創業無門，年輕人就一股
腦跑到大街上，把怨氣宣洩給曾經的 「窮親戚」 中國
大陸。

時至今日，香港經濟的宿敵就在香港內部，就在
那些金融寡頭之間。金融的暴利成就了香港，也慣壞
了香港。資本的短視和逐利，讓香港錯過了最好的10
年。望著日漸崛起的河對岸那個小漁村深圳，開始驚
恐，之後變得愚蠢，怪政府、怪特首、怪民主、怪法
律、怪自由、怪回歸，總之這一切都是別人的錯。昔
日封閉愚昧的大陸，變得開放、包容。而昔日開放自
由的香港，變得愚昧、封閉。短短幾十年，歷史給我
們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那麼，面對今天幾十萬人的
大遊行。我們應該得到了什麼教訓呢？經濟問題要解

決。同時政治上的問題，更應該優先解決。
首先要在政治上解決去殖民化的問題。在97年

香港回歸之前，中國大陸大概的想法是，只要回歸了
，外交大權、駐紮軍隊的問題解決了，就可以了。其
他的嘛， “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

誰當香港的一把手？像以前那樣由英女王指派香
港總督，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香港人可以自己選一
個行政首長。這個政策叫“港人治港”。的確，特首
的出線要比總督的指派，民主得多了。對於一般民眾
來說，香港的行政首長的確是換成了香港人。但是在
部分民眾頭腦裡根深蒂固的殖民化思想並沒有得到有
效的清理。正如同香港“學聯” 主席張倩盈所稱：
“每一次聽到國歌，我都會想嘔” 。這幫令人作嘔
的港獨分子是有一部分社會基礎的。正因為這樣的社
會基礎，加上有人挑唆和支持，曾經出現的什麼“黃
雨傘運動”，什麼“佔領中環行動”，以及現在“返
送中”等等，就不奇怪了。因此，在我們慶祝香港回
歸22週年的同時，在加強中小學生愛國主義教育的
同時，更要進一步明確地提出在香港去殖民化的問題
。經過了22年的回歸，香港的許多問題看得更加清
楚了。香港去殖民化的問題也越來越顯得突出和緊迫
。

正視問題和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也恰恰我們在
此聚會，慶祝香港回歸22週年的意義所在。

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的去殖民化，，迫在眉睫迫在眉睫

與會者大合影與會者大合影。。攝影攝影：：黃麗珊黃麗珊。。

主辦單位的負責人為紀念香港回歸祖國切了一個大主辦單位的負責人為紀念香港回歸祖國切了一個大
生日蛋糕生日蛋糕。。攝影攝影：：黃麗珊黃麗珊。。

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榮譽會長鄧潤京在台得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榮譽會長鄧潤京在台
上發言上發言。。攝影攝影：：黃麗珊黃麗珊。。

作者作者：：NancyBNancyB 富 士 山 是
日本的象徵，它
跨越靜岡和山梨

兩縣，高達3776米，是日本最高的活火山，並
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都說春天的富士山最美
，山下櫻花燦爛，山上積雪瑩瑩，天藍水碧粉
嫩清爽。不用看，腦海裡都會出現那幅全世界
人民都熟悉的美麗畫面。

可我們偏偏是夏天去，此時山下櫻花已謝
，山頂積雪消融。且山中多雨經常云霧繚繞，
當地人都很難看到富士山頂的真容。我們又偏
偏運氣很好，早晨出發一直下小雨，然後轉陰
天，走到山腳忽然起大霧，穿過霧氣天空忽然
放晴，雲海綠樹藍天一覽無餘。於是，沒有來
得及戴花撲粉本想用雨霧遮面的富士山，就這
樣被我們突然走近撥開面紗，展現了它素顏的
一面。

如今美顏常有而素顏不常有，所以我們留
到後面再來欣賞素顏の富士山，先來看看當地
風光和特產。從東京前往富士山的沿途風景逐
漸由高樓大廈過渡到田園風光。日本耕地面積
小人口密度大，所以農民的生活其實反而比較
省心愜意。他們只要負責專心耕種，根據自己
家鄉的氣候情況想種啥種啥，收穫的莊稼果蔬
就交給“農協”來操心就好了。農協負責全國
的農產品調配，農民根本不用擔心自己的農產
品會賣不掉或者價格被壓低。而且日本本土的
產品都是自產自銷，絕不出口。反而日本進口
的農副產品在商店裡賣的價格比本土產品要低
。相信本土貨，支持本土貨的精神我們真的要
好好學習。而日本人信賴本土產品並不是憑著
什麼愛國熱情，而是因為他們做事的方式，你
可以說是一板一眼，也可以說是匠心精神。你
可以說他們謹小慎微，也可以說他們忠實於自
己。本國人吃穿用度的東西，一定是認真生產
出來，用不完的或者質量差一些的再出口給其

他國家。 （我這是想誇他們
還是想批評他們呢？自己都
糊塗了。。。）

總之，沿途觀察鄉下的
房子和田地，發現日本農田
利用率極高，密密齊齊，住
家就在農田旁邊守著。在山
梨縣，這種獨門獨院的農家
叫“一戶建”，越富有的農
戶門前綠化工作做得越好，
那小花小樹修剪的不比城裡
差呢。

導遊介紹說山梨縣盛產
桃子和葡萄，而且從忍野八
海捕撈的海鮮也是非常有名
，要提前預定，八個小時之
內就要殺好吃掉以確保新鮮
。本著走過路過不錯過的原
則，桃子買了兩個嚐鮮，確
實很甜，讓我想起了小時候
北京大久保桃的純美味道。
而且桃子的包裝一絲不苟，那兩個保護桃子的
粉色塑料網細膩柔軟結實，如果套在手腕上不
說以為是戴著護腕呢。超市裡沒有看到鮮葡萄
，可能季節不對吧，卻看到了紫色的大葡萄乾
，也買了一包嚐嚐，忒甜了，吃幾粒就要喝點
水歇一歇，我還是更喜歡新疆葡萄乾的味道。
海鮮龍船刺身我乾脆定了個四人份，想著日本
海鮮料理的份量那麼小，怕訂少了不夠我們三
個塞牙縫的。結果午餐時我們趕到那個小村莊
就餐，除了每個人都有團餐定食鰻魚飯和烏冬
面，我們訂的海鮮刺身也是滿滿噹噹一大艘龍
船，不用說，鮮美異常，吃到嘴裡是甜滋滋的
鮮味。沒想到大娃只吃三文魚刺身，二娃嚐了
一小塊直接吐掉不肯再吃，結果我一人本著不
浪費糧食的精神把這一船魚都吃光了，吃撐著

了，心中隱隱有種暴殄天物的慚愧。
吃飽喝足，開車直奔富士山的五合目。所

謂五合目是指半山腰。富士山從山腳到山頂分
為10個階段，每個階段是一合目，到達山頂是
十合目。五合目也表示要燒掉5盒燈油才能到
達的地方。山路蜿蜒崎嶇，我們的大巴士在蔥
鬱的樹林裡穿行著。山中有一段著名的“會唱
歌的路”，是車輪和那一小段路面摩擦發出的
抑揚頓挫的聲音，有人說像日本歌謠，我們全
車人都屏息凝聽，確實聽到了車輪和地面合作
的一段高高低低的哼唱，並不很響亮，也沒有
什麼主旋律，但你聽了就會知道那是一段屬於
山林的歌聲。

山區的天氣說變就變，從路上的雨，到山
腳的陰，再到山中突然的霧，最後是豁然間晴
空萬里，無垠的雲海在樹叢間翻騰。車上的人

都同時驚呼霎那間的風雲突變，猛一看以為我
們是在林海雪原上飛馳呢。來到五合目，我們
可以仰看富士山巔，俯瞰白云如雪，車停在那
裡，彷彿我們是從天宮剛剛翩然而至。

終於要給大家看素顏的富士山了，不要太
失望哦，山頂的雪都化了，只有一丟丟兒的白
色痕跡掛在山頂，完全不是腦海心中那座華髮
披肩的富士山形象，難道它把雪都送給了雲嗎
？

也許，大自然自有它的平衡法則，它把晴
兒送給你，就把霧兒帶走了；它把雲兒送給你
，就把雪兒帶走了；它把素顏的富士山送給你
，就把你心中的幻想帶走了。我分明聽到富士
山在輕輕對我說：這世間並無完美，無論是人
，是物，還是一片風景。所以，我們才會一直
努力追尋，直到世界的盡頭......

《日本之行～富士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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