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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購房能力達到 20 年來
的最高水平!
低抵押貸款利率和不斷增長
的收入導致美國的購房能力達到
20 年來的最高水平。現在是買房
的最佳時機!
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將于本周做出决定，未來
可能還會降息。據 First American

稱，抵押貸款利率下降和收入增
加可能意味著購房能力達到近 20
年來的最高水平。
"美聯儲自 2008 年 12 月以來
首次降息，將引發行業和媒體對
抵押貸款利率進一步下滑的猜測
，" first American 首 席 分 析 師
Mark Fleming 表示。
“雖然聯邦
基金利率的變動不會直接影響
抵押貸款利率，但降息將表明
市場擔心可能出現的經濟疲軟
，這可能會增加對長期美國國
債的需求，而抵押貸款利率緊
隨其後。”
他補充說，如果美國抵押
貸款利率從目前的 2019 年 7 月
的 3.8%下降到預期水平在 2019
年第三季度的 3.7%，假設首付
5%，和 2019 年 7 月的平均家庭
收入 65800 美元的購房能力增
加 0.1% ， 從 410000 美 元 到

414000 美元。
在 假 設 的
3.7%抵押貸款利率
環境下，消費者住
房購買力將比 2018
年 7 月高出 13.3%，
當 時 30 年 期 固 定
抵押貸款利率為
4.5%。事實上，這將
是 自 2000 年 以 來
該系列房價最高的
一次。”
弗萊明說道
。

人口普查局和美國勞工統計局的
數據估計，美國家庭平均收入處
于 2000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今天
實際房價指數
的平均名義家庭收入比 2000 年 1
First American 5 月份實際房 月高出近 57%。
價指數環比下降 0.7%，同比下降
創紀錄的收入水平加上接近
3.7%。RHPI 衡量的是美國各地單 歷史低點的抵押貸款利率，意味
戶住宅的價格變化，並根據收入 著今天的消費者購房能力比 2000
和利率變化對全國、各州和大都 年 1 月高出 150%以上。儘管利率
市地區消費者購房能力的影響進 預計將保持在低水平，但勞動力
行了調整。
市場的命運將决定購房能力等式
根據收入和利率的變化，4 月 另一半的方向，並最終决定購買
至 5 月 的 住 房 購 買 力 同 比 增 長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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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比增長 9.3%。
“我們根據 (取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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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Happy Labor Day!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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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擁有一套美國房產對你
來說很重要？
中國空氣質量實時地圖：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海外置業； 4.5-6%左右，還不算房產本身增值的速度。租金+房產增值的
而美國，又成為國內精英階層在海外置業的首選地點。實際 穩定收益，每年 8-10%是一個保守估計了。
上，已經有相當數量的人在美國買了不止一套房。

遏制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簡單說就是貨幣流通數量增加，導致貨幣購
買力下降的現象。通俗點就是物價上升，錢不值錢了。為了讓
錢保值，有存款的朋友就需要找到增值的產品來抵消通貨膨
脹。
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如下圖所示：
空氣質量指數（AQI）可以分為六個級別：0-50 優秀(綠
色)、51-100 良好(黃色)、101-150 輕度污染(橙色)、151-200 重度
污染(紅色)、201-300 重度污染(紫色)、300+嚴重污染(褐色)。

免費的公立教育資源
一般是從學前班到 12 年級，相當于 13 年的公立教育。

為什麼大家會選擇在美國買房？告訴你在美國買房的九
大理由，看看哪個能讓你也心動呢。

價格便宜
越來越多的人瞭解到，有些東西在中國很貴，但在美國
很便宜，比如房子和汽車。其中，房子相對國內簡直便宜的不
可想像。
不帶院子和車庫的別墅，實用面積是 183 平米左右。4 個
臥室，2 個洗手間，2 個客廳，1 個餐廳，還有洗衣房、雙車庫、前
後院大到沒有朋友。價格：240,000 美元起（160 萬人民幣）

升值穩定

除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基本都在 2%左右。可以簡單的
理解為，物價每年增長近 2%。

費用抵稅
如果在美國擁有 180 以上的簽證，或者是綠卡或公民，會
自動默認為美國的稅務居民，所以有收入是要報稅的。如果
自己注冊公司在家辦公，那房子支出的一部分費用，比如房
產稅、保險、清潔、水電費等，都是可以相應的用來抵稅的。

健康的空氣

以下是兩國的空氣污染指數的實時報告。
從 1965 年到 2015 年 50 年期間，除了 2008 年金融危機外
，美國房價都是穩定增長的，數據如下圖：
美國空氣質量實時地圖：

投資回報率高
把所有的費用都減去，包括空置期、保險、維繫、管理、
房產稅等，第一年租金的淨收益在 3.5-4.5%左右，第二年在

永久產權
只要你按法律要求繳納稅款，你在美國的房子是擁有永
久產權的，就是只要你能活 1000 歲，你也交 1000 年的稅，這個
房子誰也搶不走，肯定沒有強制拆遷這種說法。

健全的法律保障
美國的房地產法律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目前已經相對
完善，如果你不是高智商專業鑽空子的人，你的所有問題目
前的法律條款已經全覆蓋了。所有信息都是公開的，包括房
子交易了多少次，什麼時間交易
，每次什麼價格交易，稅每年是
多少，目前持有者是誰，包括
未來你購買的信息，都是
公開的。這就是我們所說
的政府適當去監管的自由
市場經濟，價格合理透明，
法制健全。
(取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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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知道的問題
2.
“硬件”
到期的房子

有經驗的經紀人都知道
如何更有效的吸引客戶。
他們都會建議房東在把
房子挂到市場上出售之前，
進行房屋粉刷，外墻粉刷，顧
客會很容易愛上這些外在的
美。
尤其是中國買家，不去
具體研究“內心”的結構，只
看到了外表漂亮，而且價格
隨著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房地產行業也形成了強勁的 低，終于撿到了個大便宜，買到手了才知
賣家市場。
道這是個超級大鱷。
性價比稍稍好點的房子，都會出現幾個買家競標一棟房
屋。
屋頂需要更換
聰明的中國人在國內房產市場收緊的情况下，開始放眼
※ 一般普通的瓦的壽齡在 20 年左右。
海外，尤其是美國房產。
如果不加更換，會漏水，小動物從縫
在美國買房與中國買房還是有蠻多的不同點。
隙裏鑽到屋頂，一棟 200 平米左右的房子，
下面這幾種房子投資一定要繞開。
屋頂瓦的價格在 2 萬美元（14 萬人民幣）
。
即使是不更換，維護也要不少成本，由于時間久了，屋頂
1.院子大的房子
的瓦會出現鬆動裂縫，一些小動物就可以乘虛而入。
如果是新房還好，草坪都有自動灌溉系統，但是地塊草
而捕捉這些小傢伙可不是一般能就能做到的，要請專業
坪的維護成本也不低。
人士來研究地形，設置捕捉器，可以活捉不可以致死，這是動
要想保持院子綠草茵茵可不是那麼容易。
物保護法的規定。
每個星期至少要澆水兩次，每次不低于 30 分鐘，每六個
星期要給草地施肥，每周要割草，拿一個一畝地的院子來說
空調需要更換
一個月的維護成本要在 150 美元左右。
※ 空天的外機一般是 10 年左右，超過了壽齡，製冷制熱效果
很多老房子是沒有灌溉系統的，要人工澆水，偶爾澆澆
都很差。
院子還蠻好奇喜歡的，天長日久就難做到了，草坪很快就會
美國的房屋都是木制結構，全年四季都要保持運行，保
被枯死。
持溫度不是主要的，除濕才是最重要的。否則的話房間會生
結果就是社區給貼單，嚴重的就要收走房屋的產權的。

黴，木頭會腐蝕掉。

水管需要更換
美國最早的老房子用的水管和現在的水管是不一樣的。
※ 一般 20 年以上的水管就需要更換或重新疏通。
如果沒有更換，一般保險公司是不給投保的，沒有保險
的水管，一旦出現漏水，那損失可就大了。
要知道美國的房子是木制的，而且更換水管的費用也要在
4000-6000 美元。

3.投資者集中地方的房子
尤其是近幾年許多國內的中介公司組織許多看房團。
這種小區的一半以上都是投資房，用來出租，這種小
區也很容易被投資客把房價推升上來。
小區的風險性和空置率都要高，一旦房地產行業有個
風吹草動，這類小區最易出現波動。
因為大部分都不是房主自住的剛需房，小區的人口流
動性大，社區環境管理維護都會受到影響，一旦市場有下
降的趨勢，就會出現投資客拋房的現象。

4.無公共設備系統
在美國，真正地大，院子大的房子都是沒有社區的，沒
有統一的物業管理，這類房子大部分價格都不高，地又大，
好多中國買家覺得很劃得來。
殊不知裏面是有很多貓膩的，這種房子大部分是沒有
公共設備系統，也就是每棟房子是獨立的污水處理系統，
獨立的水電系統。
來源：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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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坊

微信號：chinese_IPTV

T02-IPTV-直播電視B6_4

還在糾結沒有客流量？
讓我們為您排憂解難！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通過在Google，Yelp，Instagram，Facebook和微信等
公眾平臺投放軟文廣告和宣傳海報，
多角度大範圍提升店家知名度和影響力，
讓大量潛在客戶主動找到您，
顯著增加您的營業收益。
專業的技術，周到的服務，讓您省心放心！

立即咨詢：（832）239-5408.
ELEMENT BOX INC.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地址：10333 Harwin Dr. Ste 350,Houston,TX 7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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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政府是如何管理美國房產的？
美國是土地私有制國家，房地產市場完全按市場規律運
作，政府對市場的幹預很少，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上，政府與所
有其它業主一樣，也是一個普通的業主，遵守同樣的游戲規
則。在與房地產管理有關的政府職能中，政府的作用主要負
責規劃，通過規劃確定每一塊土地的用途，建築類型、高度、
密度，進行土地管制。
管理房地產從業人員，主要是通過房地產經紀人和銷售
人員的考試發牌制度和房地產估價人員的發牌制度規範房
地產市場；依法徵稅；為公眾利益行駛警察權力。除此之外，
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管理沒有其它職能，房地產活動完全按市
場規律辦事。

（一）政府對土地的管理權力
政府對土地的管轄權力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制 徵 用（Eminent domain）
:

當為了公眾利益徵用土
地時，在與業主談判無法達
成協議的情况下，政府可以
向法庭申請強制徵用，強制
徵用要符合三個條件：一是
由法庭裁定土地徵用確是為
了公眾利益，二是業主得到
了合理補償，三是已有足夠
的法律程序保護業主的權益
。

承受無人繼承不動產的
權利：

當房地產所有人死亡後
，無法定繼承人而且未留下
政府以土地所有者要徵收地稅。地稅是美國的主要稅種 處置房地產的遺囑，那麼不
之一，也是調控土地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通過徵收地稅，可 動產將歸政府所有。
以調控土地的占用情况，阻止亂占地、占好地、占大地等行為
。有些人繼承了祖宗留下的大片土地，如果這些土地賣不出
（二）政府對土地利用的
去，而且這些人的收入又不富有的話，最後也往往是因付不
裝、公共用地的面積等等。
起地稅，而不得不放弃產權，這些土地最終將變成聯邦政府 控制
政府對土地利用的控制主要是通過制定規劃和規劃法
除了規劃法規對土地利用的限制外，環境保護法律也對
或州政府的土地。地稅一般歸地方政府所有，主要用于教育
規來實現的
。
主要的規劃建築法規有
：
土地利用有嚴格的約束
。
開支，一個社區的教育質量是决定地稅高低的主權因素之一
。

徵稅(taxation)：

總體規劃
（master plan）
：

私人對土地利用的控制

總體規劃由市或縣一級政府制定，主要規劃一個地區的
除了政府對土地利用的控制外，私人業主和土地分割商
警察權
（police power）
：
發展目標
，
協調社會
、
經濟
、
環境等關係
。
等在轉讓土地時往往也設定一些對土地用途的限制條件
，這
政府在土地管理方面的警察權力一般是指政府出于公
些限制條件一般用契約的形式規定
，
如
“在這塊地上不能建
眾利益的需要，對土地利用進行管制。警察權力通過法律體
（Zoning ordinance）
：
設建築面積小于 2000 平方英尺的住宅”
等。一般情况下，私人
現，主要法律包括環境保護法規、規劃法規、建築法規、租賃 分區條例
分區條例即法定圖則
，
是總體規劃的法律化
，
總體規劃
對土地用途的限制契約都到登記機關登記
，對今後的後續受
法規等。
通過分區條例發生法律效力。分區條例規定了一個地區土地 讓人都有約束力。
的用途、地塊大小、建築的類型、建築高度、建築密度、建築 (取材網路)
離道路的距離等。

建築法典
（Building Codes）
：
建築法典主要規定建築的標準和準則，如建築材料要
求、衛生設施、配電設施、防火標準等等。根據建築法典的
要求，新建建築或改建原有建築都必須獲得《建築法規證》
方可施工，新建的建築物完工後經驗收合格，獲得《占用證
》
（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改建的建築物完工後經驗收
合格，則獲發《合格證》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

地塊劃分規則：
地塊劃分規則主要是控制住宅用地的劃分。因為美國
的家庭住宅一般都是一戶一幢的，每一戶都單獨占一塊地
，因此有專門的法律規定地塊如何劃分，以確保小區環境
優美、生活安全舒適。地塊劃分規則主要規定地塊的大小、
分布、坡度、街道的寬度、建築退紅線要求、市政設施的安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1. Richmond 豪華寬敞大洋房，5房6浴，三車庫，私人泳池，65,000平方呎土地。僅售 $998,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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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廚房，僅售 $850,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屋頂新，安靜社區。僅售$449,000.
4..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2019新屋頂,室內全新裝修,新廚具。僅售
$398,000
5.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3浴，二車庫，2,685 sqft, 室內全新裝修,。僅售 $409,900.
6. 糖城, 3房2浴平房，二車庫， 內外新油漆，稅低，1,446 sqft。交通方便。僅售 $209,000. 投資良機。
7.. 糖城, 5房3.5浴大洋房，二車庫，3,366 sqft，全房木地板 。交通方便。僅售 $279,000.
8. Rice Millitary, 現代化3層樓洋房，新穎美觀。3房,3.5浴,2車庫 僅售 $495,000.
9. Katy, 3 房 2 浴平房，二車庫，全新油漆，1,617sqft，僅售 $178,000， 立即入住.
10. 西北區，4房2.5浴，二車庫，2,368 sqft，全新油漆，屋況佳，學區好。僅售 $227,000
11. 西北區，2層樓大洋房, 4房3.5浴，二車庫，3,190 sqft，全新裝修，新屋頂，內外新漆，石英臺面。僅售
$259,900
12.Humble, 3層樓大洋房, 可至6睡房，3全浴，2半浴，二車庫，3,795 sqft。僅售 $349,000.

Mei Tan

陳太太

(國,台,英語)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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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屋貸款申請所需費用
價值。銀行在審批貸款時會請專業的機構
評估房產價值。評估費用一般在$400~$600
。房屋評估費用主要與房屋大小和房屋結
構有關，與購買價格無關。

信用報告查詢費用：
為了評估貸款人的償還能力，銀行會
從三大信用報告機構（Equifax, Experian 和
TransUnion）查看貸款人的信用評分及歷
史。三個機構提供的信用評分一般有區別
，銀行會采用中間值。查詢信用報告的費
用大概$60。

產權相關費用：
銀行審批包括兩個階段：
個人償還能力審核和產權審核。個人
償還能力審核階段，當銀行收到貸款人的
申請後，銀行將安排房產價值評估，並查
看貸款人信用記錄來評估其償還能力。所
有的流程由銀行內部處理，但是產生的費
用會一一列出，包括銀行審批費用、房屋
評估費用、洪水區查詢費用、信用報告查
詢費用和稅收服務費用。

銀行申請費：
銀行的申請費或者審批費用由各銀行
收取，價格會有差別，一般$1300-1600 左右
。銀行申請費用與貸款數額大小無關。

房屋評估費：
房屋的購買價格不能作為房屋的實際

當個人償還能力審核完成且符合要求
後，銀行會通知貸款人選擇 Title 公司審核
房屋產權。如果房屋產權確認合法，銀行
將會要求貸款人購買房產證保險。該部分
的價格在$2200 左右。由于房產證保險和房
屋保險都與房子價格有關，且由市場情況
決定，區別可能會比較大。

房產產權搜索：
主要查看房產證是否有效合法，是否
有債務關聯，是否適合轉讓（clean title）
。

借方產權保險：
為了規避房產證可能存在的問題， 銀
行會要求貸款人購買一年的房產證保險。
在交易完成的一年內，如果房子的產權出
現問題，房產證保險公司將向銀行賠償相

關損失。房產證保險費用與貸款數額有關
，對于$300,000 左右的貸款，房產證保險
大概$1000 左右。

房屋保險：
為了避免火災等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
，銀行一般要求貸款人購買房屋保險 Hazard Insurance。在貸款批准前，貸款人必
須提前購買一年的房屋保險。房屋保險類
似于汽車保險，貸款人可以自行選擇房屋
保險公司。房屋保險公司根據房屋的
Dwelling value ( 房屋重建價值) 計算保額
。各個房屋保險公司計算 Dwelling value 的
方法不一樣，建議貸款人在購買之前多諮
詢。

房產過戶費用：

當銀行審批完成，貸款人貸款獲得批
准，Title 公司將開始處理房產過戶（settlement/closing）。由于 Title 公司由買賣雙方
自行選擇，因此可以使用不同的 Title 公司
，也可以使用同一家。

房屋過戶處理費：
Title 公司協調銀行、貸款經紀人、賣
方、買方處理房產證轉讓相關的事宜，包
括代繳房產交易稅、過戶記錄存檔和首付
款支付等。

過戶記錄費用：
Title 公司將過戶記錄交給政府 County
辦公室保存, County 辦公室收取記錄費用
。

美國房貸利率站穩 3 字頭
今年有望下探 2%
這一兩年真的有機會可以看到 2%的房貸利率嗎?
今年年初預估房貸利率會降至三字頭，有許多人不相
信，但是房地美 Freddie Mac 房屋抵押貸款公司六月份公
布了三十年貸款為 3.84%，十五年的貸款則是 3.25%，大幅
下跌。
現在投資者以及預計貸款的購屋一族的數量不平衡，
讓貸款利率很有機會下探至 2%。之前大家都在關注 Fed
聯邦準備系統將如何處理銀行利率，但是六月份他們什麼
都沒有做。Fed 設置了銀行的利率不過貸款利率則是根據
買方市場浮動，現在市場的情況非常偏向買方。
根據往年的數據，雖然現在的房貸利率偏低，不過還
是有機會再繼續下跌。在過去七個月內利率已經跌了超過
1%，如果再下跌 1%就可以落在二字頭，讓超低的房貸利率
非常有機會發生。
由于現在經濟不停擴張，若是經濟不景氣發生的時候

更需要資本。上一次發生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是 2009 年，雖
然目前還沒有發生經濟不
景氣，不過預估很有可能
很快就會發生了。現在有
69%的美國公司的 CFO 都
預計，在明年年底之前將
會發生經濟不景氣，大家
需要做好準備！
現在房屋銷售量大幅
減少，五月份比去年降低
了 1.1%，雖然政府公布全
新的獨棟房子銷售增加了
7%，不過新房子的銷售其
實占房子市場的非常小部
分。購房市場占了經濟的

房屋交易稅：

政府收取的房屋交易稅，0.86%左右。
一般由賣家支付。新建房因建築商而異。

買家產權保險：
賣方幫買方購買的產權保險（ Buyer's
Title Insurance 也 叫 Title insurance owner's policy），保證買主權益。當房屋產權出
現問題時，該保險將賠償買方的損失。費用
按房價浮動。表格裏的費用是按 30 萬房子估
算，買家產權保險費用大約是$1000。

銀行預收費用及其它：
貸款人每月除了支付銀行貸款本金和
利息， 還需要支付一定數額的房產稅和房
屋保險。
房屋過戶交易時，銀行將建立一個托
管 賬 戶 （Escrow Account） ， 每 月 的 房 產
稅和房屋保險都會放到這個托管賬戶裏。
政府和房屋保險公司每年會直接將稅收賬
單和保險帳單寄到銀行，銀行然後從這個
賬號中支付。
為了確保托管賬戶中有足夠的餘額，
過戶交易時銀行一般要求貸款人預支付兩
個月的房產稅和房屋保險。有時可能需要
預支付更多的費用，比如房子六月過戶，
七月徵收房產稅，這種情況下，預支付的
房產稅可能超過 2 個月。不管怎樣，銀行會
詳細計算每個月托管賬戶的餘額，確保有
足夠的資金支付房產稅和房屋保險。(文章
來源：美房吧)

很大一部分，當房價下跌之後，投資者就會開始擔心整體
的經濟。
根據分析，2%的貸款利率非常有可能發生，如果你覺
得不可能的話，其實在日本的房貸利率現在只有 0.41%，法
國則是 0.55%，因此美國就算降至 2%不是誇張的低。房貸
非常容易浮動，所以起伏也很不一定。現在的價錢非常偏
向購屋一族，是有史以來最為適合購屋的時間之一。(文章
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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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最 受 歡 迎 的 10 種
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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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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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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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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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美國生活 10 大禁忌點
1.切莫搭便車
“I am sorry”和“Excuseme”都 是“ 抱 歉 ”
、 ，加以賣弄，也會使其他人感到你視野狹窄，除
在美國旅行切不可隨意搭便車，這是由於 “對不起”的意思，但“I amsorry”語氣較重，表示 了本行之外一竅不通。在談話間，應該尋找眾人
美國社會治安情況造成的，搭便車而被搶去錢 承認自己有過失或錯誤；如果為了客氣而輕易 同感興趣的話題；醫生可以大談文學，科學家暢
財或遭到淩辱之類的案件在美國屢見不鮮，有 出口，常會被對方抓住把柄；追究實際不屬於你 談音樂，教育家講述旅行見聞，使整個聚會充滿
些歹徒看到路邊步行的女性，就主動停車，殷勤 的責任。到時只有“啞巴吃黃連”
，因為一句“對 輕鬆氣氛。
要求送上一程。如果誤以為他是好意，無異於羊 不起”已承認自己有錯，又如何改口呢？
8.別忘了問候孩子
送虎口，碰到這種情況，最好還是冷言拒絕，不 5.謙虛並非美德
美國人講究大人、孩子一律平等，到美國
要多加搭岔。
中國人視謙虛為美德，但是美國人卻把過 人 家 中 作 客，他 們
2.夜間不要乘地鐵
謙視為虛偽的代名詞。如果一個能操流利英語 的孩子也一定出來
紐約的地下鐵道極為髒亂，夜間更成為黑 的人自謙說英語講得不好，接著又說出一口流 見客，打個招呼。這
社會成員聚集之地。吸毒犯、盜竊犯、流氓、販毒 暢的英語，美國人便會認為他撒了謊，是個口是 時，千 萬 不 要 只 顧
者齊集於此，整個氣氛令人不寒而傈；如果對此 心非、裝腔作勢的人；所以，同美國入交往，應該 大 人 冷 落 了 孩 子。
不在意，那麼出事之後，紐約的警官不但不會同 大膽說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是一，有十是十，不 那樣勢必使他們的
情你，可能還要責怪你：
“夜間乘地鐵，不等於在 必謙虛客氣，否則反而事與願違。
父 母 不 愉 快，跟 小
鱷魚聚集的水中游泳嗎？出了錯，責任在於你自 6.同陌生人打招呼
孩 子 打 招 呼，可 以
己。”
我們在路上、電梯內或走廊裡，常常與迎 握 握 手 或 親 親 臉，
3.不要稱呼黑人為“Negro”
面走來的人打照面，目光相遇，這時美國人的習 如果小孩子親了你
Negro 是英語“黑人”的意思。尤指從非洲 慣是用目光致意，不可立刻把視線移開，或把臉 的 險，你 也 一 定 要
販賣到美國為奴的黑人；所以在美國千萬不要 扭向一邊，佯裝不見。只有對不順眼和不屑一顧 親親他的臉。
把黑人稱作“Negro”
，跟白人交談如此，跟黑人 的人才這樣做。
9.同性不能一起跳
交談更如此。否則，黑人會感到你對他的蔑視； 7.交談時的話題
舞
說到黑人，最好用“Black”一詞，黑人對這個稱呼
參加美國人的聚會時，切莫只談自己最關
同性不能雙
會坦然接受。
心最拿手的話題，談論只有自己熟悉的話題，會 雙 起 舞，這 是 美 國
4.不能隨便說“I am sorry”
使其他人難堪，產生反感。談論個人業務上的事 公認的社交禮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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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總有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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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習了整整一年。
“德國的家
庭教育都是有‘章法’的，並不
是很多人想像的那樣‘自由’
。”
袁媛的寄宿的家庭是德國的一
個三口之家，
“家裏還有一個哥
哥比我大一歲。”十六七歲的中
國高中生，應該有著充分的“自
主 權”了。但在袁媛寄宿的德國
家庭裏，十七歲的哥哥衣食住
“歐美教育”
，
“我先生的家庭是個大家族，孩子 行的很多方面，依然還“聽命”
博士對比中外家長如何“管孩子”
夠多，每次家庭聚會少則三十幾號人，多則六十 于家人。
“德國家庭做事講究‘報備
中國 13 歲孩子聚會都是父母“在伺候” 幾號人，總要包個度假村 或是大餐廳來搞活動。
一。”回國後，張茜發現，自己竟然對國內的教學
，想要在家 裏開派對，或是想要出去吃飯不在 模式不大適應了。
《你誤會了歐美素質教育》的作者魏蔻蔻是 我們會給孩子們安排他們的活動空間和時間， ’
“放學後還有做不完的作業，
一位生物科學博士，曾任職多家國際知名機構。 可在絕大多數時間(比如吃飯、下午茶和家庭游 家裏吃，這些都得提前和父母打招呼，不能一聲 周末有各種輔導班，和美國學生 的天性釋放相
在文章中，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舉了例子。
“每 戲時)，孩子們都必須參與和親人的互動。在他 不吭的就走人，晚上回來再告訴父母你的行為。 比，國內的教育要‘改良’的有很多。”
次回國我都很容易看到 以下的情景：年輕的父 們的活動時間沒到和大人沒有允許之前，他們 ”袁媛認為，這是德國的教育和中 國教育最大的
不同，
“德國的父母給孩子的是適度的自由，但
母帶著四五歲的孩子出來聚會，孩子完全不理 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歐美的“素質教育”
並不等于放縱
。”孩子長大了，但父母依然會拽
會在場的人，到處亂跑，大聲喧嘩，父母都會對
這僅僅是歐美教育中的一個小小片段。作
“放養”
的前提是有原則的教養
，不讓孩子“跑偏”
。
我訕訕一笑：
‘我們現在也學歐美國家，讓孩子 者表示，歐美人的教育理念裏，“自由放養”其實 著孩子成長的“風箏線”
很多人將歐美家庭的
“育兒經”和“放養”畫
“舉個例子，德國的家庭很重視餐飲禮節，
自由發展，少點規矩，多點個性!’”甚至是大一些 是有邊界的。
“上次我先生表哥一家四口從美國
上等號
。
但
《你誤會了歐美的素質教育》
的作者
的孩子，也被父母用自認為是正確的“不干涉” 回荷蘭探親，家庭聚會被安排在一個自助餐廳。 只有全家人都到齊了才開始吃飯。”袁媛對德國 認為，
“放養”
應該建立在有原則的教養之上。
“父母不會對孩子說
在驕縱著，
“有的孩子已經十三四歲了，在聚會 夫家的聚會因為人多，有個傳統就是一般吃上 人的“餐飲之禮”影響深刻，
，
‘餓了就先吃’
之
類的話
。
不僅如此，孩子還得 “其實我們中國家庭 也有很多有原則的教養方
場合，父母還要督促他們問候其他人。孩子完全 一道 菜，大家就換個位子，好去和坐得遠的親戚
式，我自己就是從一個家教嚴格的家庭出來的，
不融入聚會的活動，自己玩手機。
也能聊到天。為此，表哥的兩個兒子，一個十歲、 幫父母承擔一定的家務，如用餐之前的餐具擺 所以我的教養和荷蘭的這些規矩不謀而合。這
為此，作者產生了困惑，
“我連基本的禮貌 一個十四歲一開始就被父母打散坐在桌子的不 放，就是我和寄宿家庭的哥哥輪流‘值日’的，在 種教養，教導的是一種對形式感的尊重，也是 對
都沒有看到;一個十三四的孩子連打招呼都還要 同位置，都沒挨著父母 坐，讓他們自己多和在荷 德國父母眼中，這完全是孩子應該做 的。”
自律和公眾責任感的培養。”魏蔻蔻表示，在一
父母教，都不具備一個正常的交流能力，談何 蘭的親友自由交流。”
個社交場合，最重要的恰恰是恰到好處的自我
“天性”不等于“任性”
約束力。這種能力是從一點一滴、耳濡目染的家
在張茜(化名)看來，美國教育的“天性解放
有游學經
教和社會環境裏學到 的。
。
“我
歷 的 中 國 ”還是有一定限度的，並不是完全的“任性”
為此，作者建議，
“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備一
是高一時去美國交流的，按照中國教育的思維，
些基本的禮儀和約束力
，不要再說‘那是歐美的
學 生 感 嘆 學校裏安排的課程一定是圍繞著高考來‘轉’的
自由和素質’
，
因為這樣的孩子在歐美肯定會被
國 外 素 質 ，但在美國，他們 可不這麼想。”張茜就讀的交流
邊緣化，無法受到歡迎。素質不是歐美才有，一
教育“更嚴 學校位于美國俄亥俄州，
“美國高考的 SAT，其
些價值觀和素養是全球共通的。把放縱當自由，
實考察的內容就數學和英語而已，但學校排課
厲”
把任性當個性，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素質教育。
“ 自 由 ”不 時，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占的比重卻照樣很
等于“放縱 高。”雖然是和高考“無關”的科目，但美國學生 中國的家長應“洋為中用”
在學習時卻不能“任性”的懈怠，因為這些科目
”
南京市教研室書記、江蘇省特級教師劉永
的 GPA 成績，以及平時參加志願服務的相關記
袁媛(化 錄，都 會成為申請大學時參考憑據，少了哪一科 和曾經到訪過美國等國家，對當地的教育有過
名)是金陵中 其實都“瘸腿”
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表示，中國和歐美的教育理
。
學的高三學
最讓張茜感嘆的，是美國高中的“體育意識 念，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因此
生，高二期間 ”
。
“我的美國同學們對于籃球和橄欖 球的熱愛 ，便自然展現出了不同的特性。中國教育歷來主
，她參加了一 讓我驚訝，每天下午，我們都會有一定的時間進 張“苦讀”
，希望能培養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西
個交流項目， 行體育活動，女生打排球，男生打籃球。甚至在 方則講求個性解放，家長充分尊重孩子，這樣有
到 德 國 北 威 申請大學時，美國同學們都會將‘大學的球隊是 利于孩子個性的成長。
州 的 一 所 高 否出色’作 為是否申請這所大學的衡量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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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超市常見的名不副其實食品
【來源:網路】
Bacon bits 並不含有任何真正的 bacon 成分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通 知 。而且，為了讓人有 Bacon bits 是 bacon 的錯覺的
Hampton Creek 公司不能再把自己生產的不含 ，它的外形被做的十分像 bacon。事實上，Bacon
蛋黃醬（eggless mayonnaise)的產品命名為 Mayo bits 是由大豆粉和菜籽油和一些食用色素混合
。這個事件背後折射的是 FDA 對食品市場嚴格 製成的。
把控的態度。事實上在日常消費的食品中，很多 Cool Whip-並非鮮奶油
食品都存在名不副其實的問題。下面請跟著小
Cool Whip 這個品牌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編一起來“打假”吧！
Whipped cream（鮮奶油）
。事實上為了讓產品呈
Soy“Milk”
現出奶油的特徵，Cool Whip 用了大量的 corn
Soy“Milk”嚴格說來應該只能被稱為“ Soy syrup 和蔬菜油。2010 年開始，生產商還把牛奶
beverages”因為實際上 Soy Milk 並不含有乳糖。 放進原料配單裡面。
而乳糖是牛奶中最主要的成分。其實早在 2000 Just Mayo 並非真的蛋黃醬
年，美國國家牛奶產業聯盟就和大豆食品協會
傳統意義上用的蛋黃醬是用雞蛋，油，
及 FDA 就 Soy Milk 這個名字進行過交涉，但直 醋做成的。Hampton Creek 把蛋這個原料換成
到現在，FDA 也沒有採取什麼措施。
了 pea protein。然而 Mayo 其實是 Mayonnaise（蛋
Velveeta“Cheese”
黃）的縮寫，會讓人聯想聯想到真正的蛋黃。在
事實上像 Velveeta 和 Cheez Whiz 這些加工 FDA 眼裡 Just Mayo 會讓消費者產生誤解，以為
過的所謂的奶酪並不是由真正的奶酪做成的。 這是有蛋黃成分的。
它們是由一種被稱為 cheese cultures 的細菌把 “Crab”meat
牛奶發酵而製成的。FDA 說這些產品嚴格上講
所謂的蟹肉幫棒並不是真正的蟹肉做的，
不能被稱為奶酪。
而是用一種叫 Surimi 的魚做的。
“Bacon”bits
“Maple”Syrup
除非你願意花重金，否則
你是買不到真正的 Maple
Syrup 的。像 Aunt Jemima，
Mrs. Butterworth’s 這 些 牌
子，
“Maple”Syrup 基本上都
是用玉米和一些香料合成
的。
White Chocolate
白巧克力是最大的謊言，
它一點巧克力成分都沒有
。白巧克力是由一種被稱
為 cocoa butter 的原料做的
。Cocoa butter 是一種被用
於 lotion 的植物脂肪。儘管
這 樣，white chocolate 在
FDA 也有專門明確的命名
標準，必須含有 20%以上的
cocoa butter 才 能 被 稱 為
white chocolate。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0826E 簡

中國訪問學者感嘆：
在美國看到小角色的人性光芒
(來源:劉文 撰文)受美國王氏基金會(Wang
Family Foundation)的慷慨資助，我有幸飛越浩瀚
的太平洋，來到位於舊金山附近的麥克喬治法
學院進行為期半年的學術交流。訪學期間，我在
廣泛結識法學院的教授、學生並與他們結下深
厚友誼的同時，還認識了幾位名不見經傳的“小
人物”,Walter 便是其中之一。

，只要落座後稍事休息，精美的午餐就會飄然而
至。即便隨三、五個教授同時到達，不消一刻鐘，
色香味俱全的佳肴定會送到桌前，讓人不由不
驚嘆於他的雷厲風行。Walter 當然是個出色的廚
師，廚藝極佳，烤、炸、拌、燉樣樣在行。他烤出的
牛排，肉質細嫩，香味撲鼻；炸出的薯條，外脆內
軟，口感極佳；拌出的水果沙拉，色澤鮮艷，香甜
爽口；煲出的雞湯，營養豐富，味道鮮美。這些美
味佳肴看上去令人饞涎欲滴，吃起來讓人食欲
初識：大學校的“小人物”
作為麥克喬治小屋（Mcgeorge house）的“主 大開。Walter 還經常變換菜肴的品種，蒜香牛排、
人”
，Walter 是被院方雇來專門為教授們提供午 蔥烤雞翅、芒果雞柳、香菠牛肉、幹燒杏仁蝦、椒
餐服務的員工。那個小屋就坐落於美麗優雅的 鹽牛仔骨、奶油蘑菇湯、香焗土豆皮等等，我都
校園裏，是一幢單體的兩層小樓，地方並不很大 陸續領略過，意式披薩、法式可麗餅、西班牙海
，但卻非常精巧別致。每天中午，法學院的教授 鮮飯，也曾先後品嘗過。說實話，在 Walter 的小
們三三兩兩地來到這裏，一邊細嚼慢咽、慢慢品 屋用餐，的確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味覺享受。每當
味院方提供的免費午餐，一邊無拘無束、海闊天 Walter 看到我吃得津津有味時，或當我對其所做
空地交流各類信息。我到法學院報到後，細心周 的菜品大加贊賞時，他總是滿臉堆笑，心裏樂開
到的國際交流中心主任 Eric 先生安排我和他們 了花。
一來二去，和 Walter 接觸的次數多了，我們
的教授一樣，也可以在每個工作日的中午在麥
自然熟悉了起來
，有時就會聊起家常。Walter 告
克喬治小屋享受一頓免費午餐，因此與 Walter
訴我
，
他並非本土的美國人
，而是出生於哥斯達
的相識便從小屋開始。
黎加
。
那是一個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的小
Walter 五十歲左右，中等身材，體形偏胖，但
卻顯得頗為強壯幹練，絲毫沒有肥胖者慣常的 國，只有四百多萬人口，但
臃腫、虛弱模樣。他的眼睛並不很大，但卻非常 卻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
有神，眉宇間透露出慈祥而溫和的神情，加上他 然風光秀麗，素有“中美洲
的臉上始終洋溢著微笑，不用說話，便能讓人感 花園”的美稱。他來美國已
受到他的和藹可親。當然，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 經十年，在受雇麥克喬治
，便是他留著一個大大的光頭，光得有點發亮， 法學院之前，曾在紐約打
拼過幾年，送過外賣，開過
顯得特別耀眼。
他無疑是個非常熱情的人，當 Eric 向他介 出租，也做過廚師。因為之
紹來自中國的我的時候，他情不自禁地伸出大 前他在美國還沒站穩腳跟
拇指，直呼“great！great!”隨後他告訴我，他了解 ，所以他沒敢將妻子和三
的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是個了不起的東 個孩子貿然接來，在連續
方大國，他還知道中國的首都是北京，經濟中心 幾年的時間裏，他與妻兒
是上海，知道中國有著名的長城和長江三峽。初 一直過著天各一方的日子
來乍到，在那個並不起眼的麥克喬治小屋裏，一 ，一年只難得回去一兩次，
個普通而又平凡的“小人物”
，竟然對中國有這 孤獨、愁苦常常讓他難以
麽多的了解，確實讓我一陣激動。自此以後，每 入眠。終於，天道酬勤，苦
天中午午餐時間，只要我一跨進小屋的門，不管 盡甘來，經過他的不懈打
Walter 是忙碌還是悠閑，定會受到他的熱情招呼 拼，加上他的吃苦耐勞，他
，有時還會給我來個熱情的擁抱，儼然久違的親 在美國逐漸穩定了下來，
人一般，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賓至如歸的感覺。 順利申請到了綠卡，並依
的確，他愛“屋”如家，小屋內的桌椅被他收拾得 靠多年的積蓄，購置了屬
井井有條，地面被打掃得幹幹凈凈，門窗也被擦 於自己的房產，這才在兩
拭得一塵不染，長條形的餐桌上一左一右擺放 年多之前將妻兒全部接來
著兩盆水仙花，墻上還懸掛著幾幅美麗的風景 美國，一家人總算幸福地
畫，低沈而又舒緩的音樂在小屋的角落回響，置 團圓在一起。隨後，在朋友
的引薦下，他的妻子在沃
身其間，溫馨、舒適、愜意的感覺油然而生。
爾瑪超市找到了一份收銀
員的工作，大兒子也在一
幹練大廚的人格魅力
Walter 還是個做事幹練的人，我每每去用餐 家酒店當起了調酒師，而

兩個女兒則順利地進入了美國的中學，接受完 ”
，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已經把他看成一個親
全的免費教育。聽了 Walter 在美國孤身奮鬥的 密的朋友。
經歷，我深深地體會到他的不易，不禁對他肅然
起敬起來。
機緣巧合，使
我在麥克喬治法
學院訪學時間，能
與 Walter 相識。在
他的身上，我能真
切地感受到美國
底層社會普通民
眾的敬業、厚道、
善良、真誠、熱情
與堅強。如今我已
回國，離開了學習
生活半年之久的
麥克喬治校園，並
且以後或許再也
沒有機會重返那
一片故地，但我會
永 遠 記 住 Walter
這樣一位“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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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潮

二维码：如影随形 扫行天下
本报记者

每天，你要用手机扫几次二维码？
坐地铁公交、骑共享单车，都需要刷
码 ；结 识 朋 友 加 个 微 信 ，顺 手 打 开“ 扫 一
扫”；无论是路边小摊还是高档餐厅，结账
时都可以扫码支付；想吃大闸蟹和新鲜农
产品，扫扫二维码就能随时“查户口”……
毫无疑问，“扫码时代”已经来了。
如今，二维码已涉及中国老百姓的吃穿
住行，成为金融支付、身份识别、信息
查询等各类应用的载体。
小小一枚二维码，背后蕴藏着一项

承载丰富 优势多多
在中国，二维码有多火？中关村
工信二维码技术研究院院长张超说，
我国二维码应用已经占全球超九成。
“从产业链的角度讲，二维码最
起码是万亿级的产业。中国虽然不是
二维码技术的发源地，但是已经成长
为二维码最大的应用国家。”张超说，
黑白方寸之间，蕴含信息无数。
经过加密和解密技术，黑白方块组成
的二维码图形可以记录文字和数字信
息，并通过光电扫描迅速识别以实现
信息自动处理。据专家介绍，一个二
维 码 可 容 纳 多 达 1850 个 大 写 字 母 、
2710 个 数 字 或 500 多 个 汉 字 ， 将 图
片、声音、文字、指纹等信息数字化
后进行存储。
与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等一维码
相比，二维码的优势众多。一方面，
二维码的存储容量比一维码大，既能
存储数字、字母，又能存储图片、音频、
视频。另一方面，二维码的识读效率
和容错机制也更好。
“从理论上讲，二维码有 20%的完
整性就可以把整个信息读取出来。一
维码稍微发生褶皱，就特别不容易读
出来。”张超表示。

无处不在 “码”行无阻
正是基于这些特点，为二维码在
各领域的开疆拓土创造了条件。如
今，二维码的应用已不仅限于移动支
付。作为物联网核心感知技术、互联
网重要信息入口和大数据资源的重要
获取手段，二维码在国民经济的各个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不断催
生出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成为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在交通领域，二维码是智能交通
创新和数字交通建设的重要内容，大
大提高了我国交通运行管理和服务的
智能化水平。
今年北京发布的“智慧交通行动
计划”中，明确提出建设地面公交手
机二维码支付系统，实现公交、地铁
二维码“一码通乘”。对此，科技部
原副部长吴忠泽表示，二维码技术已
经渗透到交通出行服务之中，带来人
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革。
“未来，二维码技术将无处不在，
在综合交通运输领域满足公众便捷使
用、企业高效运行、政府精细管理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吴忠泽说。
在智能城市建设过程中，二维码
是重要的载体。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
研究会副理事长贺可嘉说，城市居民
可以实现二维码数字身份认证，解决

刘 峣

大产业。在 5G 方兴未艾、万物互联已成
大趋势的背景下，二维码的全球标准化
已成为迫切的需求。
作为全球二维码大国，中国正在积
极倡导和推动二维码国际标准的建立。
在日前于广东佛山举行的 2019 国际二维
码产业发展大会上，建立全球性的二维
码合作组织和编码标准，成为与会各国
代表的普遍共识。
走向标准化，有了“国际护照”的
二维码，有望扫出新天地、畅行全世界。

数字生活问题；基于二维码的数据共
享能够打通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与
使用，提高政府机构协作的便利性。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重点城市
智慧平台、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实现
了二维码技术应用落地。”贺可嘉说。
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二维
码也可以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二
维码作为互联网入口和智能标识载
体，可率先从大规模定制、生产制
造、物流仓储等传统产业切入，使标
注上标准二维码的产品可溯源、生产
运输销售全过程的数据可获取，通过
智慧应用带来的强示范效应，助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催生更多的新技
术和新模式。”张超表示。

标识万物

应用广泛

系。这使得二维码的应用存在“小、
散、乱”现象，既存在安全、真伪等
问题，也难以符合物联网时代“一物
一码”的要求。
张超用身份证和护照做了一个类
比。“二维码是‘万物的身份证’，但
身份证需要由公安部门来颁发才有真
实性、权威性，不能自己给自己发身
份证。同样的，二维码在全球通行需
要‘护照’和编码，因此需要建立一
个国际认可的编码组织。”
王宁说，当前全球二维码技术领
域存在各国间标准多样化、运行体系
不统一、安全规范不协调等突出问
题。如何商讨共建二维码产业国际合
作组织、全球二维码代码发行管理机
制和产业交流协同合作机制，已受到
国际业界广泛关注。

进 入 5G 时 代 ， 二 维 码 的 作 用 将
国际协同 携手治理
更加突出。
中国电子商会会长王宁指出，二
可喜的是，二维码国际标准的建
维码作为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
立，已经“在路上”。
的重要入口，正在渗透到国民经济与
2019 国际二维码产业发展大会期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到了全球各
间，来自中国、法国、德国等 14 个国家
国的高度重视。
的机构代表一致同意，正式成立国际
“目前，许多国家都在开发和研
二维码产业合作组织筹备委员会，其
究二维码的核心技术，对二维码产业
国际标准体系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链的布局也正在逐渐形成。”王宁说。
“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要
张超认为，随着物联网的发展， 制 定 高 标 准 。”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二维码将成为“万物的身份证”，并 （ISO） 前主席张晓刚表示，标准是产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未来
业发展的基础，是各领域互通的前
要把二维码放到更小的物体上去，这
提，也是国际间互认和合作的依据，
就需要更高端的设备；扫码验证需要
一个协调统一的二维码国际标准将有
更快速的识读技术，这就离不开更高
利于全球贸易一体化和便利化发展。
端的识读芯片。围绕二维码，可以做
据悉，为解决二维码技术没有统
成很多配套产业。”张超说。
一的国际标准等问题，中关村工信二
维码技术研究院于 2014 年成立并发布
了二维码对象标识体系 IDcode，开始
标准之痛 安全之忧
建立二维码标准规范体系和搭建相关
不过，尽管前途光明，但在现阶
的标识解析技术平台。2018 年，该院
段，公众对于二维码还有不少担忧， 正式成为国际代码发行机构，发行代
最突出的便是二维码的安全性问题。 码为“MA”，可向全球用户发放统一
使用二维码支付遭遇盗刷、手机扫描
标准的二维码标识。
虚假二维码被植入木马病毒等案例不
张超说，IDcode 是唯一一个由中
时见诸报端。
国倡导、面向全球发行的国际代码，
在张超看来，二维码的安全问题 “MA” 的 全 球 解 析 和 区 块 链 认 证 机
主要源自于发行和识别问题。
制，可为现实世界的每一个物体分配
“ 二 维 码 的 发 行 主 体 非 常 重 要 。 一个全球唯一的二维码身份标识，无
如果发行主体是正规机构，相应来说
法仿冒，解决了传统二维码技术存在
安全性就会高。如果从网上随便下载
码制混乱、安全性差等问题，具有安
一个二维码生成软件，这个二维码里
全可信、互联互通、成本低廉、应用
面会不会有交易程序、木马程序、隐
场景丰富等优势。目前，IDcode 体系
藏病毒？这个我们就无法保证了。因
已经在中国、韩国、印度等全球几十
此，我们需要统一的解码识别标
个国家使用。
准。”张超表示。
标准，是目前二维码最大的“痛
发布“码标” 挺进梦想
点”。据了解，尽管二维码的应用发
展已十分广泛，但与一维码不同，二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
维码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体
的名字——在二维码时代，海子诗歌

二维码支付让手机成为电子钱包，
方便人们周游世界。
中的美好梦想已经成为现实。“用 IDcode 的编码体系，我们可以给地球上
每一粒沙子都分配一个二维码。”张
超说，发行机构统一制定标准、统一
注册发行，这样才能够保证所发出去
的二维码、使用到每一个物体上的二
维码的唯一性。
在本届国际二维码产业发展大会
上，二维码的标准体系也有新进展：万
物互联编码标识命名系统“码标”正式
发布，面向全球开放服务。
张超说，码标与二维码标识体系
IDcode 的关系类似于网站的域名和 IP
地址，码标可以将二维码标识的数字
串转化为直观的文字语言呈现，并支
持包括英语、汉语等语言。未来，码
标可广泛应用于贸易流通、智能制
造、网络安全、产品追溯、城市管
理、社会服务、医疗食品等领域，对
于促进各国信息安全和数字化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配图来自百度）

链
接

二维码

二 维 码 又 称 二 维 条 码（2-dimensional bar code），是近年来移动设备
上很流行的一种编码方式，它比传统的
Bar Code 条形码能存更多信息，能表示
更多的数据类型。
二维码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
一定规律在平面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
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在代码编制上巧
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
“0”
“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
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
值信息，通过图像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
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
二维码具有条码技术的一些共性：
每种码制有其特定的字符集，每个字符
占有一定宽度，具有一定的校验功能
等。同时，还具有对不同行的信息自动
识别功能及处理图形旋转变化点。

中国技能健儿
亮相喀山世界技能大赛

本报北京 8 月 25 日电 （记者李婕）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已于当地时间 8 月 22 日在俄罗斯喀山开幕，中
国代表团派出 63 名选手，参加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
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六大领
域全部 56 个项目的比赛。这是中国第 5 次组团出征，也是中国参加世界
技能大赛以来，参赛人员规模最大、参赛项目最全的一次。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 6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55 名选手参赛，1304 名专
家参与执裁等工作，同时 394 名非英语国家的翻译将在比赛期间为选手
提供语言帮助。在 4 天时间里，中国青年技能健儿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技能菁英同台竞技，比赛成绩将在 8 月 27 日晚上的闭幕式上揭晓。下届
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行。
图为中国选手、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张维钰参加工业机械装调
项目比赛。
新华社记者 鲁金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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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數百名中醫醫師齊聚溫哥華
交流獨特中醫技藝
【泉深報導/何瑞娜供稿】由加拿大整體醫
學研究院、加拿大針刀醫學會主辦，安康中醫
藥針灸康復中心、加拿大健康時報等單位協辦
的“第三屆國際傳統醫學暨中醫大會、加拿大
針刀醫學會首屆學術年會”於溫哥華時間 8 月
24 日在加拿大卑詩省大溫哥華地區的本拿比市
希爾頓飯店召開。來自國內外的數百位中醫醫
師齊聚美麗的加拿大西海岸大溫哥華，進行為
期兩天的臨床學術交流。
加拿大國會議員關慧珍女士、中華人民共
和國駐溫哥華總領事館於海英領事、中國中醫
藥管理局原副局長、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創
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李振吉教授、加拿大卑詩省
兒童保健廳長卡特里娜陳、卑詩省本拿比市議
員王白進先生、卑詩省原中醫藥管理局局長曹
寶琪先生等嘉賓出席大會並發言。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加拿大卑詩省省長賀
瑾也都給大會發來了賀信，代表政府誇獎中醫
對加拿大社會健康的貢獻、表揚主辦單位的努
力以及恭賀大會舉辦成功。
開幕式上，主持人向大家介紹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中醫專家們後，大會籌委會主席王福麟
博士首先致辭，歡迎與會嘉賓和參會專家，也
表達了主辦方期望通過大會這個平台，在提高
海外中醫的整體水平的同時，能增強廣大民眾
對中醫健康養生方法和中醫技術的認知，提升
健康素養，維護和調整好個人的身心健康。
嘉賓們讚揚了中醫在人類發展與健康事業
中的卓越貢獻，回顧了中醫多年的發展道路，
講述了對中醫的信任和個人用中醫治療病痛的
經歷，也祝愿大會獲得圓滿成功以及期許中醫
事業有更好的發展天地！
大會凸顯臨床實戰，每場講座都是一個濃
縮的臨床培訓，更有頭針、美容美體新技術、
針灸中醫靶向診治新概念，經方專攻疑難病，
婦科泰斗診治新系統，經典中醫自洽新體系、
徒手無痛柔筋整脊正骨推拿，各科專家顯神通

。以期滿足社會、業界對治療痛症和各科疑
難雜症的需求。
特邀演講嘉賓
焦順發 教授 頭針發明人
崔蘭英 醫生 真久美雕美容專家
吳泓德 醫生 飛經走氣針法和針氣療法專
家
劉金洪 博士 靶向中醫學與經方針灸學創
始人
潘曉川 教授 經典中醫自洽系統創始人
李宗恩 博士 倪海廈老師唯一指定傳人
黃國健 博士 迷你刃針療法專家
陸飆 醫生 燒山火透天涼針灸手法專家
熊旻利 醫生 中醫舌診專家
楊常青 博士 中醫治療精神障礙專家
梅和詠 醫生 芳香療法專家
譚勇 教授 中醫婦科泰斗夏桂成老師的傳
人
劉寧 教授 針灸美容奠基人
Amir Hooman 教授 針灸治療痛症及減
肥專家
史靈芝 博士 著名頭針專家
王育良 教授 中醫眼科專家.
徐星凱 醫生 徒手無痛柔筋正骨專家
黃偉 醫生 整脊正骨專家，世界冠軍保護神
兩天的學術交流會，將由各具所長的十餘
位中醫名家登台講解傳授臨床效果確鑿的診療
方法。專家們採用針灸、推拿、理筋、正骨、
按摩、經方、養生等手段治療各種重症、急症
、特殊複雜性病症。包括內科的腦出血，腦血
栓，眩暈，老年癡呆，中風，抑鬱，狂躁，躁
鬱症，焦慮症，偏頭痛，血管性頭痛，帶狀皰
疹，各種有形包塊，糖尿病，高血壓，腦腫瘤
，膀胱癌；外傷美容科的全身小關節錯位，頸
椎病，腰椎間盤突出症，五十肩，罔球肘，膝
關節痛，腕管綜合症，形體不正，長短腿，雙
下巴，皺紋，眼袋，面部鬆弛，肥胖，肥臀，

足底痛，足跟痛，皮膚病，肥臉，黃褐斑；婦
科的子宮肌瘤，宮頸癌，子宮內膜增生，乳腺
增生，乳腺癌，不孕症，習慣性流產，經前期
綜合徵，更年期綜合徵，痛經，月經不調；兒
科的小兒自閉症，小兒多動症，小兒遺尿，小
兒濕疹，小兒腦癱；五官科的耳鳴，鼻敏感，
耳痛，鼻痛，口痛。眼科的眼痛，近視眼，乾
眼症，眼底出血，黃斑水腫，葡萄膜炎等涉及
到了六十四種疑難雜症的診治方法和技能。
大會還設有各種專科培訓班，8 月 18 日至 9
月 1 日，大會前後，部分與會專家將相繼開辦
其特殊技法的培訓班，包括藥精、頭針、飛經
走氣針法、迷你刃針、真久美雕（美容）、徒
手無痛柔筋正骨及舌診等。
在籌備初期間，組委會組建了多個微信講
座群，每週邀請專家進行主題講座。這個平台

，讓更多的同行和中醫愛好者有機會學習到多
流派的中醫方法與技能，持續地自我提升，更
有效地幫助廣大患者。
中醫是世界醫學體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
成部分，隨著各種疑難雜症的不斷增加，特殊
的中醫技能在臨床上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
用。中醫文化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在新
的時代，中國傳統醫學的傳播與傳承，對維護
人類健康、減輕社會日益增加的醫療負擔都將
作出重要的貢獻。
連續三年在加拿大卑詩省本拿比市舉辦的
“國際傳統醫學及中醫大會”以傳播中醫文化
、發展中醫技術、提高中醫療效為主題，以人
類健康需要傳統醫學、傳統醫學適應時代需求
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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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路漫漫其修遠兮，
-----南美四國行
----南美四國行
【倪大剛】儂本歸園田，展翼化南鵬，
山高路不遮，水遠橋自橫，
家國多恨愛，民族孕人文，
俯仰古今間，普世才為真。
7 月 5 日晨，我和太太啟程，8 月 1 日夜返休斯頓
，28 天漂泊路上，遊歷智利，阿根廷，巴西和秘魯
四國。 16 個航班，12 座客棧，兩班火車，10 多小時
長途大巴，幾十趟的 UBER 出租車。從海拔 15 米的
休斯頓到海拔 4335 米的安第斯高原，從北美洲的夏
季到南美洲的冬季，一路倥傯，五千餘幀影像收留蘋
果手機。
此行的去處主要有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及附近地區
，被譽為南美巴黎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號稱最漂
亮海濱城市，擁有世界新七大奇蹟之一基督山的巴西
里約，秘魯的首都利馬，有地球上最孤遠的複活節島
，世界三大瀑布的伊瓜蘇瀑布，古印加帝國的首都科
斯庫，同為世界新七大奇蹟的馬丘比丘古蹟，以及世
界最高最大湖泊的的喀喀湖。南美洲的自然名勝和人
文古蹟獨樹一幟，實為舉世瑰寶。雖數十萬里之遙，
吾往矣。
南美洲國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治國者我方唱
罷你登場的舞台，也是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思潮氾
濫之地。上世紀 70 年代智利總統阿連德推行社會主
義，導致經濟大倒退，直至他本人以身殉職，被亂槍
射殺在總統府台階上，皮諾切克軍政府粉墨登台，以
及一系列演變，都是我們年青時關注的世界政治焦點
。南美最有名的政治人物非貝隆夫人莫屬，她代表下

層人民行事，叱吒風雲，影響深遠，在布宜諾斯最宏
偉的七月九日大道仍能見到她的巨幅畫像。 1996 年
麥當娜主演的電影“貝隆夫人”中的主題曲“阿根廷
別為我哭泣”感動了無數工人和底層民眾。還有兩位
在南美洲家喻戶曉的政治家是古巴的卡斯特羅和切格
瓦拉。後者作為二十世紀最出名的革命者，也是我們
年青時的偶像。怀揣“格瓦拉日記”，數千中國知青
穿過西雙版納叢林，加入緬共游擊隊，投身世界革命
。上世紀 80 年代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曾引起我們
極大興趣，英國鷂式飛機和法國飛魚導彈一時名聲大
噪，全世界也見識了鐵娘子的真功夫。前些年，左翼
民粹強人領袖，自稱自己就是“人民”的查韋斯辭世
，留給了委內瑞拉人民一個爛攤子。日本人藤森在上
世紀最後十年裡擔任秘魯總統，上演了很狗血的故事
。多年來，巴西作為南美第一大國，左右兩派一直火
併不斷。被稱為巴西特朗普的極右政黨人士博爾索納
羅在今年初上任，承諾清除腐敗，制訂了包括控制公
共開支、稅制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等在內的一攬子
經濟改革方案。
此次旅行對民風民俗，政治氛圍等也略加註意，
多看看，作比較，有啟發。就在我們回到休斯頓不久
的 8 月 12 日，阿根廷比索貶值 15%，盤中貶值幅度
一度達到 30%。以美元計，當天阿根廷主要股指暴
跌幅度更達到 38%。想起我們參觀布宜諾斯時，我
太太讚賞城市的美麗整潔，居民的禮貌周到，物價的
適宜，戲說搬來住吧。看到了新聞，心卻是冰涼冰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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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術家、教育家高度和中國北京舞
演藝術家、
秀青年教師們。
秀青年教師們
。

新黨的楊世光，
新黨的楊世光
，未來之光
【本報訊/鄧潤京】據海外網 8 月 18 日電，
新黨 17 日舉辦創黨 26 週年黨慶大會。
2020 的台灣大選 , 可以確定的候選人有：
民進黨的蔡英文和國民黨的韓國瑜。到目前為
止，還沒能確定要參選的有郭台銘。同時媒體
也注意到。新黨也推出了自己的參選人，楊世
光。
在新黨 17 日舉辦創黨 26 週年黨慶大會上，
楊世光對各方面問題做了完整的說明。
新黨是個小黨，對於外界質疑楊世光參選
是玩假的，他的回應是：什麼是選假的，什麼
是選真的？我跟大家報告，選上就叫選真的嗎
？選不上就叫選假的嗎？我們今天參政，我們
今天從政，是要把真話講出來。這就叫選真的
。 （掌聲）其他的政黨選真的選假的，我不知
道。在世光的眼中，2020 年的總統。或許沒有
楊世光的名字。或許沒有楊世光的機會。但是
在這選舉的 180 天，我都是認認真真的在選，
都在講真話。這當然是選真的。對不對？ （觀
眾高呼: 對。）
他說，26 年來，新黨的堅持並不是因為世
代交替，也不是因為新黨年輕。而是因為新黨
一直堅信，中華民族即將復興。新黨一直堅持
這個理念。我們始終堅持永不放棄。這就是新
黨能夠堅持 26 年的原因。世光年初宣布參選。
我非常驕傲。過去四、五年，台灣的憤青，在
街頭上暴動，這就是所謂的太陽花運動。現在
大家都知道。這個時代力量，每 5 天退出一個
成員每三天退出一個立法委員。我也不知道為
什麼，太陽花運動會失敗的這麼快。
新黨成立 26 週年。下 1 個 26 年，我們不知
道我們會在哪裡。我們的工作就是要讓薪火一
代一代的傳下去。這是我的責任，這是我的理
想。 （掌聲），在各位 26 年來堅持新黨理念，
給我們的最大鼓勵，給我們樹立的典範。
他接著說，我生在台灣。我是中國人。而
且我們的使命就是讓這個民族，繼續努力復興
下去。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們要去哪邊？我
們要變成誰？
什麼叫一國兩制？ 50 年不變？成功的人看
進度 ，失敗的人看手錶。在 1987 年再決定一國
兩制 50 年不變的時候。當時鄧小平的判斷是需
要 50 年。中國的發展才可能，追上西方先進國
家的，發展水平。所以這個 50 年是一個進度表
。它不是一個時間表。
成功的人看進度 ，失敗的人看手錶。
我們提到說，追求女生，用我愛你，一生
一世不變。你們相信嗎？應該沒有人相信吧。
現場都是長輩，我看到都是自己來的 ，沒有把
那個，“一生一世的相愛”給帶來。 50 年的愛
情，你相信嗎？ 50 年是一種承諾。它是進度表
，不是時間表。
同樣的台灣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等待？台灣
非常有幸，在上個世紀的最後 20 年。我們趕上
了，美國的開放紅利。隨著蘇聯的倒台。我們
趕上了 1980 到 2000 年的紅利。全世界沒有像
台灣一樣，我們又趕上了 20 年大陸改革開放的

紅利。台灣人這麼幸福，一口氣趕上了兩個大
紅利。美國的開放紅利和中國的改革紅利。這
40 年讓我們台灣人的生活達到了一個很高的物
質生活水平。明年 2020 年我們確認了兩件事。
美國總統川普所領導的美國價值說，美國不再
開放。從 2020~2025 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來的
驗收階段。也就是說，40 年來美國開放的紅利
，即將不開放了。而另一個是要到了驗收的時
刻。 2020 年，台灣將面臨和過去 40 年完全不
同的時刻，完全不同的挑戰。
我參選總統，不知道我的對手是誰。我說過了
，我是統派，我是中國人。這是一種堅持，這
是一種信念。我的對手是什麼人？他是如何表
態？我不知道。我的參選，還要仰賴各位的支
持，我希望到的大家的鼓勵，讓聯署過關。在
大選辯論中讓統派、獨派，清清楚楚的講出來
。好不好？ （觀眾高呼: 好。）
我們應該把我們的立場講清楚。尤其是面
臨到世界要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它不單單是政
治制度。也是文化的衝擊。
關於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他說，我生在
台灣。我是中國人。而且我們的使命就是讓這
個民族，繼續努力復興下去。我是誰？我在哪
裡？我們要去哪邊？我們要變成誰？
他說，我是 16 歲加入國民黨的。在 2014
年被中國國民黨開除黨籍。 （大笑）很榮幸，
很榮幸哦。當時開出我的有兩個縣長和一個里
長。可能中國國民黨覺得我是個人才，所以要
趕快開除。我很驕傲，我不是退出國民黨，我
是被中國國民黨給開除掉了。 （掌聲），新黨
原來都是國民黨內“新國民黨連線”的主要成
員。
我一直在想，“中華民國”，不應該是一
個圖騰。現在大家拿的中華民國國旗，他不單
單是一個信仰。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刻
。民族復興，是每一個參加革命的人最高的目
標。只有民族的複興，我們才有發展的可能。
民族復興才是國民革命最原始的目標。我
們不要再接受列強的霸凌，被列強經濟的剝削
。民族要復興。目標是民生，是物質生活的滿
足。什麼叫做“自由”，只有在物質自由的情
況下，我們才有精神生活的自由。什麼叫做
“自由”？只有在吃飽、吃好之後，我們才有
真正的自由。所以說民生主義才是幫我們爭自
由。幫我們爭取真的自由 。 “民主” 它只是
一個手段，它不應該是一個信仰。這個民主的
手段，只是為了追求，民族復興、民生富足的
一個手段。可是，對於自由變成了今天的一種
口號，變成了一種信仰，變成了一種價值觀。
自由和民主，只是完成前面兩個目標的方
法和手段論。今天不管是藍軍還是綠軍，每天
都高喊自由民主。那本來是達到目的的手段，
而變成了台灣的價值。我們是本末倒置了。
我們新黨是要站出來辨別台灣和大陸有什
麼不同。國民黨和民進黨有什麼不同？其實沒
有不同。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的中國人沒有任
何不同。我舉這個例子只是想告訴大家我們的

訴求。我們要講真話，我們要
把孫中山原始革命的目標給撈
出來。把原始社會革命的先行
者孫中山，他的理想給掌握清
楚。自由、民主只是手段，它
不是價值。自由，民主只是達
成民族復興的一種手段。只是
達成民生富足的一種方法。它
不是價值。我們再次強調，中
華民族的複興，所有中國人的
民生富足才是我們的目標。
（掌聲）
談到如果他當選，會有什
麼樣的政策？
國防政策。買再多的武器
，只會讓我們從”死一次”，
楊世光在新黨 26 週年慶上講話
週年慶上講話。
。
變成“死三次”。從撐一天到
。這就是台灣的教改。
撐一個月。買再多的武器是沒有意義的 。
今天很多人問，為什麼台灣不能變成以色 講到多元，講到多元成家方案。把自己性別的
列？以色列為什麼能夠成功？因為以色列有團 取向，超出道德的規範。今天多元成家方案，
結強大的猶太人 。而對抗的是一個不同心、的 也就是同性成婚。已經受到了公民投票的徹底
分裂的阿拉伯人。今天台灣和以色列，為什麼 否決。結果民進黨當局仍然強行通過。這是對
不能比擬？因為剛好相反，因為台灣的蔡英文 公民自決的玷污。同時也說明台灣的”民主”
都講不出台獨的路線圖和時間表。而我們面對 是騙人的。不僅騙別人，也騙自己。
多元成家方案，當台灣的整個價值觀，當
的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高度思想統一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 。因此註定台灣不能 台灣的家庭觀受到，徹底扭曲。台灣，在下一
成為以色列。我們要面對現實。國防不是靠武 個 26 年台灣要面對什麼樣的選擇？面對什麼樣
器決定的。國防絕對不是靠坦克車和 F-16 戰鬥 的環境？
剛剛主持人說我們不要吃毒品。而台獨就
機。所以我們的國防政策，我們希望在一國兩
是超級毒品。不斷的在價值觀扭曲。在社會觀
制的，談判和進程之下，什麼事都可以談。把
分化，在執政當中欺騙。
省下的錢發展經濟。發展民生。
最近有新聞說，蔡英文講 2020 年總預算達 楊世光有“三氣”。
第一個是正氣。身為中國人，每一個人都
到了赤字平衡。把她的預算打開來看。你知道
嗎？中華民國政府總預算 2.1 兆台幣，用於經濟 應該擔負中華民族復興的責任 。這是正氣。
發展的 2400 億。也就是說，台灣政府一年的經 （掌聲）
第二個是勇氣。世光當選，一定把，陳水
濟總預算還抵不上台積電一年的研發經費。當
扁抓回來，把蔡英文關進去。這兩個人不僅僅
然可以達到預算平衡，當然可以達到消除赤字
。因為蔡英文當局什麼事都沒做。我們講到經 是中華民族的敗類。而且是政治玷污者，更是
濟，我們講到變化。我們需要理解到今天我們 政商勾結的超級爛政客。在牢房當中他們可以
手牽手。為什麼我們敢講這個？因為我們相信
面對的困難。
外交問題。外交是要靠實力的。在世光的眼中 社會的公道，需要讓有勇氣的人，出來講實話
，乾脆把台灣的外交部改為移民部。不想當中 ，講真話。 （掌聲）
最後，世光出來參選是為了義氣。新黨不
國人的，我們送他走，好不好？ （觀眾高呼:
是為了一己之私，不是為了一黨之益。我們希
好。）我不知道花錢辦外交幹什麼？我不能體
會現代中華民國的外交有什麼價值？看不出來 望能夠為台灣，為中華民族作出一個新的選擇
任何價值。所以我覺得，要把外交部改為移民 。在兩岸和平，在民族發展，在民族復興的過
程中，我們的一人之私，一黨之益，可以在大
部。不想當中國人的我們台灣花錢送他們走。
講到教育。我們的教改胡搞瞎搞，胡改亂 是大非當中，做出自己的貢獻。懇請大家，在
改。今天的教改。對於蔡英文，對於韓國瑜， 150 天后，的那一天，1 月 11 號，把政黨票投
對於郭台銘，都是政治操弄選票的議題。世光 給新黨之外，最重要的是把總統聯署書，交給
的小孩剛剛升國一，教改到底怎麼改？這是我 楊世光 。好不好？ （掌聲）。
讓我們講實話，講真話，讓世光能夠進入
們每天都是面對的選擇和壓力。多元的入學方
總統的辯論賽，總統的大選賽。讓我們講出該
案，到底是減輕了書包的重量。還是減輕了讀
書的壓力。還是減弱了我們下一代競爭的能力 講的話。讓台灣，讓中華民族從此不一樣。
。作為學生的父母，我看到台灣的教改，書包 楊世光如是說。
沒減輕。父母的荷包壓力沒減輕。倒是減輕了
台灣下一代面對未來的 20 年，國際競爭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