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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數據公司CoreLogic的最新
研究表明，美國投資者對于房地產的購買熱
度居高不下。2018年，投資者花在購買房屋上
的資金創20年以來的新高。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統計數據顯示，這種
增長的動力並非來自大型機構買家入場，而
是受到大量中小型房產投資者的推動，其中
不少投資者都是剛需房的買家，尤其在租金
回報率相對較高的城市、地區，這類情况特別
明顯(圖一)。

小型投資者涌入房市

CoreLogic 的研究顯示，2018 年
美國投資者將11.3%的資金投入了房
地產市場，這是該公司自1999年進行
這項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不但高于

2017年的 11%，也高于上一個高峰期（2012~
2014年）的10.3~10.9%，當時的美聯儲還堅守
零利率，並在施行量化寬鬆（QE）的貨幣政策
。

CoreLogic在報告中提到，持有100套以
上房產的大型投資者對美國房市的投資熱情
在2013年時就達到了巔峰（投資占比約24%）
，但之後便一路下滑，截至去年底已不足17%
；與之剛好相反的是，持有房產不超過10套的
小型投資者自2013年起開始逐年加大了對房
地產的投入，到2018年末時的投資占比已從
2013年的48%上升到近62%。

而持有10~100套房產的中型投資者，其
情况與大型投資者類似，當前在房地產上的
投資占比為22.7%，較2009~2011年期間的近
30%大幅下降。

此外，2018年投資者在剛需房上的投入
比例高達20.3%，遠高于對中、高端房產的投
資（分別為7.8%、6.3%）。

如果結合去年全球金融投資環境來看，

小型投資者在房地產上加碼的做法可謂是
“歪打正著”。據德意志銀行統計，若以美元計
價，包括股票、債券、信貸、商品在內的70多個
資產類別，其中九成在2018年的回報率為負，
是自1901年有統計以來最糟表現。

但房地產市場卻是個例外，惠譽國際評
級公司（Fitch Ratings）在2019全球房地產展
望報告中指出，去年的發達國家市場，除了澳
大利亞、加拿大、瑞典等國之外，其他國家的
房產價格均呈上漲趨勢，2018年加息4次的美
國均價也上漲了5%(圖二)。

小型機構投資者的大規模介入美國房產
市場，表明市場信心十足，這也勢必會助推房
價的進一步上漲，普通投資者也可以視情况
跟進，把握海外投資機會。(取材美房吧)

美國房地產小型投資者占比創新高

圖一 圖二

市場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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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購房，雖然有經紀人全程陪同
，不懂英文也沒有關係。但是在購房中掌
握一些英文關鍵詞在買房過程中還是很有
幫助的。今天就為大家梳理在美國購房時
的常用術語。

房產交易中的職業及
機構名稱：

Buyer：買房人，買方
Seller：賣房人，賣方
Real estate agent：房地產經紀人/代理人

（不一定是美國地產協會會員）
Realtor：房地產經紀人（同時也是美國房

地產協會會員）
Real estate consultant：（房地產經紀人，

專家顧問）
Listing agent：賣房經紀人
Buyer's agent ：買房經紀人
Lender：貸款行
Loan broker：貸款代理人（或公司）
Escrow officer：過戶公證人員
Escrow company：過戶公證公司
Title company：產權公司
Home inspector：房屋檢查專家
Appraiser：估價師

買房過程中的常見術語
（按買房先後次序排列）：

Listing：掛牌上市房屋
Search criteria：搜房條件/標準
Open house：向眾人開放的上市屋
Caravan：成群結隊的人一起看房
Make offer：報價
Purchase agreement：購房協議書（在報

價時填寫並簽署，加州有十幾頁的條

款）
Counter offer：還價
Addendum：附加條款
Deposit：押金（報價時支付的誠意金，一

般是牌價的3%）
Down payment：首付
Interest rate：利率
Loan amount：貸款額
All cash offer：全現金購買報價
30 years amortization：30年分期付款
Purchase price：購買價
Offer accepted：購買協議被接受（協議接

受價）
Open escrow ：進入過戶過程/環節
Cancel escrow：取消合約（終止轉戶過程）
Contingency：附帶條件：包括以下三個：
1）Loan contingency：貸款附帶條件，但

現金購買則不需要；
2）Appraisal contingency：估價附帶條件

；
3）Home inspection contingency：房屋檢

查附帶條件。
注：一般來說買方在進入轉戶過程以後有

17 天的時間來 remove all contingen-
cies（取消所有附帶條件），也就是說
如果在17天之內，貸不到款，或專家
估價不到位，或房屋檢查後不滿意，
買方都可以取消合約，拿回定金。

Disclosure：告白書-交易之前，賣方必須讓
買方知道有關房屋的所有存在或曾經
存在過的問題。否則很容易引起法律
官司。

How to hold title：（決定）產權的持有方
式（有以下四種：）

1）joint tenancy：聯合持有財產權（可為
任何人數，也是美國夫妻之間最常用

的一種持有方式）
2）tenancy in common：共同持有財產權

（可為任何人數）
3）community property：夫妻共有財產權

（僅限于夫妻）
4）community property with right of survi-

vorship：可由配偶繼承的夫妻共有財
產權（僅限于夫妻）

Title insurance：產權保險
Preliminary title report：產權認證初步報

告
Home inspection：檢查房屋
Termite inspection：白蟻害蟲檢查
Termite repair：白蟻害蟲處理
Home warranty：房屋保修保險（這是買方

理應要求賣方購買的一年期房屋維修
保險）

HOA（home owners association）：社區
管理費

Mello Roos：特殊附加稅
Property tax：房地產稅
Home owners insurance：屋主保險費
Loan document：貸款材料（指有關合同、

法律文件等）
Close escrow：結束轉戶過程（轉戶過程一

般為30-45天，現金買賣可縮短）
Record：存檔備案（指在政府機關登記備

案而成為真正的屋主）

房子及設配套設施：
House：房子
Real estate property：房地產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SFR）：獨立別

墅
Townhouse ：連體別墅（一般帶有車庫）
Condominiums：公寓房 (常簡寫為condo，

一般提供車位）
Attached ：連體的（attached garage：與

房子連接的車庫）
Garage：車庫
Foreclosure：法拍屋的產生與終結過程

（請參考我的上一篇文章）
Short sale：虧本出售的法拍屋（屋主是賣

房人，但賣價由銀行或債權人決定）
Bank owned（REO）：銀行持有的法拍屋
Detached：分開的，獨立的
Bedroom：房間，臥室
Bathroom：衛生間
Kitchen：廚房
Kitchen appliances：廚房設備：主要有以

下7種，包含在房價裏的設備：
Cabinets：櫥櫃
Oven：烤爐
Dishwasher：洗碗機
Stove：爐灶
Microwave：微波爐
Exhaust fan：抽油煙機
Garbage disposer：垃圾攪拌處理機
Pool & spa：游泳及衝浪式熱水浴池
Front yard：前院
Backyard：後院
Location：位置
View：有風景，看得遠（的房子）
如：mountain view：山景，ocean view：

海景，no view：沒風景，看不遠。
Lot size：占地尺寸（包括前後院）
Sq Ft（square footage）：平方英尺 - 房

屋居住淨面積（不含車庫）
注：1平方米=10.76平方英尺，
粗略的算法可用10來算：一棟2000平方英

尺的房子就相當于200平方米。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購房時常用的英語術語美國購房時常用的英語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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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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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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 BOX INC.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地址：10333 Harwin Dr. Ste 350,Houston,TX 77036

　創坊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還在糾結沒有客流量？
讓我們為您排憂解難！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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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視臺《案件聚焦》講了一個真實案子：上海女白領
龔女士打算移民加拿大。

為了滿足家庭淨資產不少于180萬加幣，大概合900萬
人民幣的移民要求，她把她母親留給她的位于上海虹橋區的
房子賣了籌錢。

為了彌補剩下的資金缺口，她心懷僥幸跑去澳門賭錢，
結果毫無意外地輸個精光。

隨著移民核驗資產的時間越來越近，她開始鋌而走險，
把那套已賣出但尚未過戶的房子挂在網上出租並同時與四
人簽訂租房合約騙錢，最後被警方抓獲。

這個案子裏最有趣的一幕是她那套位于虹橋區的房子，
按照當時的市值，大概值500多萬人民幣，但因為她當時急著
要錢，最後被中介忽悠以280萬的價格成交，買家撿了一個大
漏。

大概兩年前，因為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筆者在澳洲也
撿到一個大漏，差不多以當時市值6折的價格收穫一套占地
將近800平米，8個臥室的大房子。

撿漏成功之後當然心情興奮，但事後複盤總結，其實撿
漏也是有很多套路的。

今天就打算和大家交流分享一下海外房產投資的撿漏
秘籍。

1、撿漏的基本原理是信息不對稱或者經濟學上的
代理機制。

雖然現在網絡發達，信息流通快，再想利用信息不對稱
來撿漏的機會越來越少，但是只要保持敏銳嗅覺，還是時不
時會有這種機會出現。

幾年前，新西蘭有個被稱為“華人炒房之父”的老頭在網
上很火。火的原因是他那些炒房技巧太缺德，從而激起了新
西蘭本地人的公憤。

自己炒房賺的盆滿缽滿也就算了，他竟然還公開授課，

收取高額學費，辦炒房培訓班，傳授炒
房技巧。

筆者雖然很鄙視他的不道德行為
，但在商言商，平心而論，他的這些炒
房技巧其實還是很有道理的，雖然缺
德，但他並沒有違法。

筆者雖然不提倡他的這些做法，
但還是把他的技巧羅列出來，讀者可
以自己從中體會一下這些技巧的內涵
。

比如說，他告訴他的學生們，買房
子的時候一定要盯緊弱勢群體，在他
們身上才能賺到大錢。

具體來說，主要盯住這幾類人：
‧不幸去世的人，他們不再需要房子
；
‧因為變故導致還不起房貸的人；
‧家裏有突發事件急于賣房子的人；
‧因為矛盾離婚，然後需要賣房的夫婦；www.meifang8.com
‧壓根不知道自己房子能賣多少錢的笨蛋們；
‧生意上出現資金鏈斷裂的房產開發商；
‧想要在銀行進行處置之前趕緊賣房的絕望的人。

文章開頭龔女士的案例大概就屬於家裏有突發事件急
于賣房子的人。

2、除了這些比較缺德的招之外，筆者更喜歡去市場
中尋找一些比較正派的機會。

比如，有些國家或者地區為了幫助當地居民購買首置房
，有時候當地政府會出臺了一些優惠措施，比如澳大利亞的
南澳州就有一個叫做affordable homes的首置房計劃。

一般來說，被列入計劃
的房產要比其市場價便宜
一些，當然該計劃對購房者
的資質會有一定的要求，所
以如果你符合要求的話，那
麼這個撿便宜的機會就不
容錯過。

另外，有時候你會遇到
一些很特殊的賣家，特別是
非個人賣家，這個時候你就
要睜大眼睛，打起十二分精
神了。

筆者兩年前遇到的這
個機會就是這樣的。這個賣
家是一家非盈利機構。

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一
般來說，人對待公共財產，
不會像對待自己的私有財
產那麼上心，只要賬上能夠
走平，他們不會太在乎賣多
賣少，這個跟銀行拍賣房是
一個道理。

類似的賣家還有當地

國企和當地政府等等。
而且由于它自己的業務需求，和市場上大多數普通民宅

相比，這個房子無論是占地面積還是房間數都顯得偏大，這
樣也剔除掉了一部分潛在買家（澳洲本地買家還是首先看重
自住屬性，一家四口一般就買3~4個臥室的房子）。

3、要想撿漏，還有一點要謹記：不要買新房。
買賣房產本質上是你和賣家之間的博弈。所以你必須要

思考清楚：相比你的對手，你有哪些競爭優勢?
說到這裏，你就該明白為什麼在一般情况下，買二手房

要優于買新房。
新房的賣家都是房地產開發商，在對本地房地產市場的

瞭解和把握上，作為普通消費者的你，尤其是外地甚至海外
投資者，根本不可能戰勝他們。

所以在和他們的博弈中，你極大概率是那個傻子。除非
開發商倒閉為了抵債搞銀行拍賣，否則新房是不大可能撿到
便宜貨的，而買貴了的可能性很大。

即使某一天你發現某個開發商賣的很便宜，那麼你也最
好對房子的質量持一定的懷疑態度，因為房地產開發商是不
可能做虧本生意的。

不要買新房，因為你永遠都算不過房地產開發商。

4、熱門城市，熱門區域是撿不到漏的。
避開人群擁擠的地方，選擇那些被大家暫時忽視的城市

或者區域才是撿漏者的天堂。
熱門城市或者區域，就算你的對手再愚蠢，他也不可能

不知道自己這兒正在被熱捧，所以你基本沒有可能撿到便宜
貨。

而那些冷門城市或者區域，因為買家不多，交易清淡，不
論是投資者還是市場研究者都不太關注，這樣賣家對自身區
域和自身房產的認識才有可能不足，這時候如果你能夠事先
好好研究考察一番的話，就完全有可能戰勝你的對手。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的冷門城市或者區域都是適合撿
漏的，有些城市或者區域屬於價值陷阱，是不能碰的。
(取材網路)

海外房產投資如何“撿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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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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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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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炒房投資二手房翻新經驗分享
上

I/房地產專日/190903A簡 房地產現況 上

1. 什麼Flipping或者說“炒房”
？

所謂 Flipping 或者說短期的
“炒房”，就是能夠通過打折扣的情
况下買到房子，比如民用住宅，商業
住宅；然後通過進行裝修、或者其他
手段，能夠把價格推高，然後在短期
內賣掉。

2.如何判斷二手房買入的價
格是否合理呢？

判斷購買價格合不合理，要通
過對市場的瞭解和所采用的可以使
得房屋增值的手段所用的費用有具
體的瞭解。最主要的是要能夠在買
房子的時候拿到折扣，最理想的狀
態 是，能 夠 拿 到 零 售 價 格 的
50%-70%，你才有可能獲利。

那這樣的話，有的朋友可能就
問，為什麼有的房子會賣的這麼便
宜呢？買到有折扣的房子最重要的
一點，就是要找到合適的賣方。他們
銷售很破舊的房子，如果他們本身
有能力或者資金，就會對房子進行
翻修；如果房子太破，或者他們拿不
到貸款，就會把房子打折賣掉，賣給
投資人。我們這種投資人會用現金
買下來，可以討價還價拿到折扣。

另外一種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法
拍屋。比如房主不能付得起貸款，銀
行就不得不對房屋進行法拍。銀行
貸款的淨值會比房屋價值低，而根
據法律拍賣的時候銀行最高要價只
能到房主所欠放入錢，這中間就有
折扣，這是一種很常見的辦法。

3. 折扣房產的類型一般有哪

些？
還有其他辦法，比如在宣

布破產的時候，法庭會拍賣這
個房屋；或者房主去世的時候，
要進行財產分割的時候，也需
要拍賣這個房屋。還有一些諸
如此類的其他特殊情况。

房子除了打折之外，即使沒有
折扣，通過加建等二次開發的手段，
可以增值。比如，把一個小房子拆掉
，重造一個大房子，就是一個盈利的
很好的手段。

4. 怎樣決定賣出房子時的價
格？

首先要確立一下這個房子再次
賣出的時候能夠賣出多少錢，這個
很重要。其次，如何知道再次賣出房
子的價格呢？

在美國，經紀人通常用mls這個
網站。因為美國的民用住宅和商業
住宅的價格判斷方法很不一樣。民
用住宅要用comparesing service來
確定，就是用你周圍的房子最近一
段時間賣出的價格來確定你房子的
大致價格範圍。比如，你的房子和另
一個房子在面積房型各方面都是類
似的，那你們的價格應該也是差不
多的。這是最重要的一種方法。

如果沒有辦法進入MLS這個網
站怎麼辦呢？你可以找其他經紀人
和網站，來進行類似的判斷。最好的
方法是自己開車到附近的社區看看
，跟鄰居問問，這邊的房子的具體情
况。

想要確定一個合理的好的價格
，一定要找到一個好的經紀人，同時

要親自到現場勘查。

5. 如何估算舊房翻新的費用
？

首先第一步要要確認一下你想
要做什麼，就是所謂的scope work。
這個只是靠經驗，然後你要看剛才
說的comparable service。看你周圍
的房子都是什麼情况，都是比較新
還是比較舊啊。

另外一個就是你自己要決定你
要修到什麼樣的程度？比你其他所
有的房子修的都好嗎？還是你不修
得一般就可以，還是什麼修一點點
就可以？這個沒有什麼對錯之分，因
為你修越多的話那花的時間越長費
用當然也越來越高。你的回報率未
必很好。但是你如果不修的話，那麼
買的人就很少就很難賣。具體怎麼
做要具體情况具體分析，每個人的
情况不一樣，每個房子的情况也不
一樣。這個要按個案來分析和做決
定了。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要算具體怎麼做的
費用了。房屋翻修大致可以分為這
幾種類型：第一種就是做所謂的簡
單的、表面上的修理，就是所謂
cosmetic remodel。就是把一部分東
西，比如廚房洗手間拔掉，然後原來
的位置上的重新換上櫥櫃之類的東
西。這種情况下，你會做得非常快，

但是問題是增值的空間可能不一定
是最大化的。很多老房子的結構跟
現在人們所喜歡的可能會有些不一
樣，比如，以前老房子是分成比較小
的房間，又有正式的餐廳。現在大家
可能更喜歡所謂的Open concept，
就是把房間打開通亮，這樣可以大
家可以互相交的多一點。所以說有
利有弊吧。

第二種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這些結構性的變化。比如說把
隔開的小房間的都打開，這樣的話
大家覺得這可能比較舒服一些，更
容易賣一些。另外，以前的老的老房
子可能主臥都比較小，現在有所謂
的master suite，就是說你要有一個
自己的套房，這也是蠻好的
一個套房。而且現在老齡化
比較嚴重，很多人都用互聯
網在家辦公，所以樓下有一
個辦公室或者臥室也是很
重要的事情。這些都會對增
加房子的價格很有幫助。

第三，要做 room edi-
tion，就是要增加你要增加
幾個面積。這在高端的市場
，尤其是最高端市場的增值
空間比較大。因為很簡單，
你的零售價的單位價格要
比你建築施工的價格要高。
所以中間的差價就是你利

潤的一大部分。比如，在爾灣的話，
你要建一個新房的話，大概250塊
錢每平方英尺，你賣的價格是是
450-550，你中間差價是 250塊錢，
就是你的利潤。

最後一點是時間最長、費用最
大、難度也最大的，就是房子重建。
這個施工從建築本身來講不難，實
際上的要造新房的話，要比房屋翻
修要簡單一些。至少從施工的角度
來看是這樣。但是，如果你對建築施
工不瞭解的話，那就會有些難度。當
然了如果你要是能做到的話，這個
增值空間應該是最大的。這個道理
是很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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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確定好你要做什麼，是做簡單那種表面上的翻修呢
？還是在結構上的變化呢？還是增加房面積？還是新修？做完
這樣的定位之後，你就可以找做施工的公司幫你做，然後讓
他們給你一個報價。你可以和比三家到家之後，再挑個比較
好的公司來做。

說老實話找到靠譜的施工公司是一件並不件容易的事
情。尤其是如果你對建築施工不瞭解的話，請你這個一定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拿到報價之後就可以跟施工方的簽訂合同
。然後一定要並且每步都盯緊，就是把預算案和施工的質量
每一步都盯住了。這樣的話那儘量不要超過預算，大部分情
况下都超，但是儘量超的要少一些，如果能在預算的10%之內
，不超過10%的話，算是非常好了。

經常有人問，怎麼去體算一些具體的數字呢？我今天就
給大家提供粗魯的概念，這個東西每個地方都不一樣。比如
拿爾灣作為例子的話，內陸的價格就完全不一樣，拉斯維加
斯就完全不一樣。所以我們講城縣這個地方，如果你要做簡
單的cosmatic model，就是沒有結構性的變化，只是簡單的換
東西，價格在60-80美元每平方英尺左右。

如果你要是做全新的新房，建新的房子的話。如果在中
端或者是中端偏上，比如爾灣的話，那大概是250塊錢左右每
平方英尺。如果你要在新港是，那些所謂豪宅區左右的話，那
就可能350塊錢以上是更高，350那種豪華市場的裏還算是
剛入門的不算太高的，高端市場可能是500 600 或者 1000多
。但對我們一般老百姓來說，在爾灣這種城縣，250應該是一
個比較合理的價位。

我剛才說的價格那是施工本身的費用，不包括設計費用
：建築師的設計費用，室內設計師的費用，還有政府收的各種
費用，還有庭院等費用，這些都不包括的。所以是要以報價為
准，這只是給一個大概的概念讓大家瞭解一下這個市場。

6. 二手房的持有成本有哪些？
炒房的話，我知道華人一般不喜歡貸款，喜歡付現金。付

現金的話你的carry cost，就是擁有這個房子的費用，
持有的成本不會太高。一個是因為你的房地產稅，另外
一個那就是你保險，還有其他一些小的費用就不是太
明顯了。如果你要是希望提高回報率的話，那你可能想
要貸款，通所謂的剛剛。持有經濟少一點，這樣就可以
回報率。如果是這種情况下的話，貸款的費用就是最大
一套，這個一定要抓得住，否則的話會失掉很大一部分
的利潤。

貸款的話，因為你要做炒房的話，那下手一定要怪
快。因為要有經驗，而且真的好的房子的機會是稍縱即
逝的。所以貸款的話，銀行貸款一般不太可能。因為它
需要至少需要30天45天，這個就比較難一點。貸款有
這樣幾種，其中一個是，你可以通過私人貸款。其次你
們也可以找朋友進行合資，一人一半等等。有各種各樣
的辦法，這是最簡單的幾種辦法吧。總而言之吧這個
holding cost解決了就行。

7. 如何組織交易的結構？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就像我剛才提到的，最重

要的一點是要有速度。因為一個好的deal的機會稍縱
即逝，一定要抓住。所以最簡單、最直接的比較粗暴的
一個手段就是付現金，你要付現金的話你就可能拿到
很好的價錢。比如說，我現在沒有任何條件可以直接付

現金但是價格要打個折，這樣我覺得大概很多人的就會受不
了這個誘惑，因為很多的房子，說是買的結果都沒有做成。用
現金的話，你的匯率就會比較高，所以還要其他的手段。

另外一種呢，就是剛剛提過的，你可以跟人，跟你的合作
夥伴，通過集資啊貸款啊，或者是通過合作合資做，都可以的
。對賣方來講他不管錢從哪裏來，只要是現金他就可以。第三
種稍微複雜了一點，但就關鍵時刻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還有一種的方法，就是跟賣房講條件。比如說你可以用
選擇，如果我現在給你20000塊錢，然後過幾天之後拿到貸款
之後，我再過戶。這也是一種方法。

8. 如何找到資金？
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

你就像我剛才說過一樣，找
你的朋友啊同事啊親屬啊，
找他們講。這個呢，在剛開始
的時候可能不太容易，因為
你沒有經驗沒有做過，對吧。
可能不是太容易。但是你可
以多做一些數據的人，然後
找些有經驗的人幫你看一下
，比如其他有經驗的人啊或
是投資人，可以給你做一個
背書。你甚至拿出自己的資
產，也是自己的房子作抵押。
比如我剛開始做的時候就是
這樣，賺了錢算是你的，虧了
錢算是我的。給他們一些更
好的一些條件。這樣的話大
家會覺得踏實一點。

第二種呢就是跟賣方來

講，把賣方當做銀行。這個東西可能一開
始的時候不見得會做的好做的長，可能你
沒有經驗。具體可以慢慢來，我前面已經
舉過一些例子了，如果把賣方當做銀行的
話，你可以有很多的機會。現在至少腦子
裏面要有這樣一個概念，賣方也可以作為你的資金來源的。

9. 如何快速轉手？
賣房子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比如放到網上賣啊出去買啊

，但是最後歸根到底來講還是通過經紀人來賣才是最快的，
因為他們這個市場是最大的，而且他們是專業的。因為我自
己是專業的，所以我自己會來買。如果你不是的話，需要找一
個專業的，對flipping 對炒房有經驗的，或者比較熟悉的經紀
人會比較好。另外對于你那個社區比較瞭解的經紀人也是非
常好的。

跟經紀人打交道需要注意到，因為你不是一般的房主，
你是投資人，所以你的需求可能會有所不同。比如說，對你來
說可能賣的越快越好，這樣可以提高回報率，減輕資金壓力。
((取材美房吧取材美房吧))

美國炒房投資二手房翻新經驗分享
下

I/房地產專日/190903A簡 房地產現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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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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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瞭解美國經濟嗎？
10個你需要知道的事實
【來源:騰訊財經】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11個人中有1個

在“大衰退”最糟糕的時候，10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找不到工
作。當前，美國的就業形勢好多了，失業率僅為4.7%。這是一種被
認為是——或者非常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

很多人擔心，失業率如此之低，是因為很多人迫於無奈已經
停止找工作了，而這些人不再被計入勞動人口。所謂的“勞動力參
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美國經濟增長了多少？

美國經濟正處於有史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增長中。問題是，
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歷史平均水平(3%)。對於美國經濟來說，今年又是一個“B級”年。
第一季度內，美國經濟僅增長了0.8%。在春季和夏季，增長預計將
上行，但幅度不會太大。美聯儲預計今年美國經濟將增長2%。
美國增加了多少就業？

不久前，美國迎來了招聘狂歡季。2014年和2015年美國就業
增長的速度，創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蓬勃增長那些年以來最
快速度。不過，進入2016年後，美國企業招聘放緩。5月份是尤為
疲軟的一個月份，引發有關就業回暖是否開始熄火的擔憂。年初
至今，美國新增就業74.8萬，遠比前幾年少很多。據悉，前幾年，每
年的這個時候美國都會新增就業100多萬。總的來說，自2010年
年初就業觸及低位以來，美國就業增加了1420萬。
中產階級收入

美國一個最大的經濟問題是：工資和薪水增幅很小。根據美
國統計局發佈的數據，經調整後，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收入
為53657美元，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在美國，收入不平等不斷加
劇，部分歸因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並未增長，然而上層
階級的收入增幅很大。
美國增長最快的工作

雖然美國招聘顯著上行，但新增就業崗位的質量卻有好有壞
。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聯邦政府欠了多少債？

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事實，但評斷這項數據的更好方法是問問美國債務在國內生產總
值中佔據多大的份額，就好比判斷一個人的負債水平，要看他所
欠的債務在他的年收入中佔據多大的份額。

2006年，美國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為35%，
現在增至75%，很大一部分歸因於在“大衰退”期間該政府花
了很多的錢以復活經濟。雖然美國政府的負債規模遠不及
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左右)，但該國的政府債務仍在增長。
美國的房價平均值是多少？

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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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率”居於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嬰兒潮一代”
的退休正導致勞動力市場參與人數減少，但它不是導致“勞動力
參與率”萎縮的全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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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率並不突出。近些年來，美國經濟年增長幅度為2.4%，遠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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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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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或日本(政府債務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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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房屋止贖權，很多人丟掉工作並買不起房子時，房價暴跌。
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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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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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勞動部發佈的數據，在增長最快的10種工作中，50%的
年收入不足2.5萬美元。

汽油價格
近些年來，汽油價格大幅下滑。今年早些時候，絕大多數美國

人在購買普通汽油時每加侖的價格不足2美元。6月份，汽油價格
跳升至2.33美元，但仍是非常低的水平。汽油價格之所以暴

跌，是因為太多的國家(其中包括美國)正在以創紀錄的水平生產
原油。如此低廉的價格讓美國人覺得自己變富有了，因為他們從
加油中省出了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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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人聚焦於“美國政府現在負債超19萬億美元”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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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衰退部分歸因於房地產市場危機。當美國人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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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羅裡達州和伊利諾斯州受創尤為嚴重。在危機爆發前，美
國房價平均值在22.2萬美元左右。好消息是，根據美國房地
產協會發佈的現有房屋銷售數據，今年美國的房價最終回
彈至這種水平。
三十年期抵押貸款利率是多少？

5月份，美國三十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利率跌至3.6%
，接近於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2012年該利率為3.35%)。抵押
貸款利率之所以如此便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美聯儲維
持利率在低位。
美國的工資在增長嗎？

很多美國人在說，“給我錢”。儘管經濟繼續增長，以及
失業率下滑至5%下方，美國的工資漲幅並不大。今年5月份
，工資增長最終增至每年2.5%，但是仍遠低於歷史平均值(
每年3.5%)。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60919C 繁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0923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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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為何說，兒童性騷擾距離你我
並不遠 (上)
【來源:網路】

兒童性騷擾，也許你也會成為被告
上面的新聞無疑對於成人世界是一個警示：無論你是兒童的親
人或朋友，在關愛兒童的同時，請明白關愛與性騷擾的界限（當
然我們這個提示是對於沒有性騷擾傾向的朋友們來說的）

舉例來說，也許你在公寓小區遇到一個以前不認識的可愛的
美國小男孩，和他一起踢足球之後，他說他很渴，問你有沒有水
給他喝。那麼如果你帶小男孩到你的家裡取水喝，他的父母不
在身邊，只有你們兩人處在私密的環境中，你有可能會給自己
帶來麻煩。

在美國，兒童性騷擾案例非常普遍，作為成人和兒童以及兒
童家長都不得不防。
有些人表示，我只是對兒童十分喜愛，並不是猥褻。對兒童喜愛
和兒童猥褻兩個極端名詞中的分割線在哪裡？到底怎樣來界定
什麼是對兒童的喜愛，到底什麼程度就算得上是兒童猥褻了？

雖然在這一點上，有明確的界定，比如說，真正發生了性動作
，或者成人顯露自己的私密部位，但因為兒童對於周圍環境和成
人對他的行為描述不一定判斷準確，所以這對成人和兒童都是一
種潛在的危險。

往日就有一些曾“紅極一時”的明星兒童猥褻案是我們有所聽
聞的。比如邁克爾傑克遜兩次被告對兒童進行猥褻行為。可傑克
遜說他只是關愛兒童而已。無人能真正理清。
我們不管邁克爾傑克遜到底是否有對兒童進行猥褻，當今社會，
兒童性騷擾著實已經變成了一個嚴重甚至廣泛的話題。不論怎麼
樣，作為家長的你首先要知道，兒童性騷擾已不再是社會犯罪現
象裡的個案，你的孩子也許就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現狀分析

每年被申報的兒童性騷擾案件就
將近九萬件，但是這個數目卻遠遠
少於真實的數字。兒童性騷擾事件
多數沒有申報是因為兒童害怕告訴
別人到底發生了什麼，法律申報步
驟又十分的複雜。

大約有25%的女性兒童，16%的男
性兒童在18歲之前都經歷過性騷擾
。由於申報的技術原因，男孩子的數
據相對真實情況而言，可能較低。

在受到性侵害的兒童中，有 67%
的在 18 歲以下，34%在 12 歲以下，
14%在6歲以下。

常識都會告訴
孩子，千萬不要跟
陌生人一起，很危
險。但通常兒童受
害者都是被自己
認識和親信的人
傷害的。當侵犯者
非家庭成員時，受
傷害的通常男孩多於女孩。綜合三個州統計12
歲以下受侵害的兒童，他們揭露的侵犯者比例
如以下：
96%的兒童認識侵犯者
50%的侵犯者是熟人或者朋友
20%是父親
16%是親戚
4%是陌生人

通常，家長與孩子之間的聯繫太過或者不足，
都會使孩子處於被性侵犯的危險中。以下幾種
情況會增加這種風險：
家教不足
沒有家長關懷

親子衝突
家長與孩子關係不好

在7歲到13歲之間的兒童是面臨性騷擾風險較高的時期。兒童
性騷擾涉及到脅迫和些許暴力。犯罪者會用小禮物來引誘兒童的
注意力，操縱或者威脅兒童，表現出攻擊性或者使用多個組合技
巧。有一項關於受害兒童的研究中，半數兒童都受到身體上的脅
迫，例如被按下，被綁起來，或者猛烈的搖晃。

受到性騷擾的兒童年齡和個體都不同，會產生的結果也是不同
的。這些結果都包括：慢性抑鬱症，自閉，性功能障礙，多重人格等
。20%的受害者會發展成長期的心理疾病， 包括：精神反應慢，
或者其他PTSD（創傷後應激綜合征）症狀，覺醒的慢性狀態，夢魘
，出現幻覺，性病，性憂慮，在治療期間害怕暴露自己的身體。
(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0923B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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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為何說，兒童性騷擾距離你我
並不遠 (中)

3兒童遭遇騷擾後的隱性表現，你要看到！
以上是非常明顯的，長期遭受性騷擾兒童可能表現出來的狀態

。那麼如果孩子剛剛遭遇外人的侵擾，不易被察覺的，可能的隱性
表現會有哪些呢？請家長們關注並注意：
1. 孩子玩兒玩具的動作有些奇怪
2. 孩子出現精神不振，長期走神的狀態
3. 性格出現怪異，情緒波動大，缺乏安全感

4. 變得很神秘
5. 在與你的談話中出現了某個新朋友，還帶回陌生人的錢或禮物
6. 談到身體器官時，孩子會爆出成人語言
7. 回歸到幼時的小毛病，比如尿床
8. 孩子的嘴角或私密部位有淤青
9. 孩子的飲食習慣發生改變
10. 對於去某個地方或見某一個人有恐懼感(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0923B 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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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方式，保護你的孩子遠離兒童猥褻者的騷擾！
看到這裡，相信作為家長的你一定會憂慮重重，怎樣才能避

免你的孩子遭受這樣的經歷，怎樣保護你的孩子在健康的環
境下成長，該如何防範那些你周圍“認識的變態”？下面就告訴
作為家長的你八種方式來保護你的孩子遠離兒童猥褻者的騷
擾！

1. 首先你要知道，兒童性騷擾發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
而且你的孩子受到性騷擾的風險也十分高。

2. 如果你的孩子受到了這樣的侵害，侵害者有可能就是你
認識的人。他或者她也許就在你的家庭裡或者社區裡，跟你的
孩子經常接觸的人。

3. 不要覺得侵害者就是那種奇怪人格，躲在樹後面的人。一
定要摒棄這樣的印象，大多是侵害者就是你信任的人，例如家
庭成員，老師，教練，朋友或者保姆。

4. 注意那些提出要跟你孩子單獨相處的人。確保你的孩子
跟其他的小孩們或者其他小孩的家長們在一起。

5. 設立家庭計劃，教育你的孩子潛在的危險，給他們一些工
具，告訴他們如果遇到類似的情況或者危險該如果處理。

6. 如果你的孩子被侵犯到，你需要知道警示信號，例如：行
為變化，沒有任何理由的害怕和哭泣等；晚上睡覺時，出汗，包
括大叫，顫抖或者噩夢；回歸嬰兒動作，例如尿床，吃手，粘人；
沒有食欲，或者出現一些其他進食問題；出現不能解釋的傷口
，例如被劃過的印記，出血，紅疹等；突然拒絕單獨跟某些人相處；
心情變化。

7. 相信你自己的直覺。如果你的孩子拒絕跟某些人發生身體上
的接觸，例如擁抱一下，親一下臉頰等等，尊重孩子的感覺是你的
首要職責。

8. 建立信任和意識的家庭文化。鼓勵你的孩子跟你探討自己任
何方面的感受情緒問題，不論大小，讓你的孩子知道，一旦有問題
一定要告訴你，跟你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發生嚴重問題，例如
遭受到性騷擾，或者其他潛在的傷害，你會第一時間知道或採取
行動。

我們希望這篇文章對作為家長你的有所幫助，也希望這邊文章

會提高你的警惕。如果你身邊有做家長的朋友，也希望你能將文
章轉發給他們，讓他們從文章中收穫一些關於兒童性騷擾的常識
和預防手段。我們總希望這個社會是美好的，純淨的，如果這個社
會做不到這一點，至少保證你的家庭可以如此，你的孩子可以健
康成長，擁有一個美好的童年以及未來。

警惕！為何說，兒童性騷擾距離你我
並不遠 (下)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0923C 簡

美國民族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徵美國民族文化的幾個主要特徵
一、美國民族文化的特徵

美國建國才二百多年，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也
是一個移民國家，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徵。
(一) 尊重個人的價值觀

美國建國之初，移民蜂擁而至，豐富資源
亟待開發，必須獎勵個人艱苦開拓，獨立發展，
堅信自我，尊重個人。這種價值觀，逐漸形成美
國民族的特殊性格：即對自己命運和力量深信
不疑，把依靠自己作為哲學信條。
(二) 冒險創新精神

美國人的格言是：不冒險就不會有大的成
功，膽小鬼永遠不會有所作為，不創新即死亡。
移民美國的開拓者，面對險惡的自然環境和待
開發的豐富資源，促使和培育了美國人頑強拼
搏、艱苦奮鬥、敢冒風險的性格。不僅在商戰過
程中，即使在文體生活中，他們追求新奇刺激，
參與環球探險，組織高山跳水、滑雪，勇於向傳
統和權威挑戰。因而科技發明創新，處於世界領
先地位。
(三) 自由、平等精神

美國是一個沒有經歷封建社會的國家，受移
民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思想的影響很深，所以逐
步形成一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除執法機關與執
法人員外，任何機關與個人不得非法侵犯他人
自由，這就為個人的才能智慧的發揮開闢了道
路。美國人有一句格言“一個人富裕到什麼程度
，就表明他的才能發揮到了什麼程度＂。因為機

會均等的條件下，人的才能通常決定人的富
裕程度。
(四) 實用主義哲學

美國人在開發這片富庶處女地的實踐
過程中，逐步形成＂有用、有效、有利就是真
理＂的理念。他們立足于現實生活和經驗，
把確定的信念作為出發點，把採取行動當作
主要手段，把獲得效率當作最高目的，一切
為了效益和成功。
(五) 物質主義的追求

美國人評價一個人的價值時，主要指
物質價值。即以賺錢多少，作為評價一個人
社會地位高低的重要依據。在美國社會裡人
們積極進取，拼命工作，不惜付出自己的一
切辛苦與智慧，謀求事業上的發展。通過個
人奮鬥，取得成功，從低賤者變成大富翁，幾
乎成為美國式的信條。
二、美國企業文化
(一) 突出個人能力，尊重個人價值

與日本企業文化強調團隊精神不同，美國企
業文化不著眼於集體，而著眼於個人，鼓勵個人
努力奮鬥，突出個人能力；企業內部充滿自由平
等精神，個人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革新和實驗
受到鼓勵；人們樂於求新求變，樂於開拓冒險；
強調個人負責，個人決策。根據個人完成任務，
盡責盡職情況，給予個人獎勵。這些突出個人能
力智慧的企業文化，有效的調動人的積極性，激

勵了人們的競爭、創新和冒險精神，減少了人際
摩擦和能量內耗。

但易於削弱集體力量，影響相互合作，使
人們更多地將企業看作是個人賺錢和實現抱負
的場所，缺乏獻身企業的歸屬感和集體榮譽感。
(二) 重視理性的行為方式。具體表現：

1.求實精神較強，形式主義較少。企業內部
人際關係講求實在，較少虛假，溝通意見直接明

確。企業質量小組(QC)就信
奉“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只
要幹得有意義，有效果就
好＂。企業有較強的行動
意識，既重言，更重實。樂
於實幹。

2.提倡科學與合理。
重視組織機構和規章制度
的作用。比較重視硬性管
理。企業對系統論、信息論
、控制論和各種定量方法，
計算機的廣泛使用。人們
在經營管理過程，尊重科
學，依章辦事，追求合理，
較少受人情關係的影響。

3.強調企業與員工之
間的契約關係。從實際需
要出發，招聘或解雇工人
完全靠合同契約維繫員工
之間的關係，較少考慮情
面關係。這樣做，雖有利提
高效率，但影響勞資關係。
由於只重理性，不重感情，
企業內部等級較嚴，剛性
過份，柔性不足，往往壓抑
人的情感和創造力。近年
一些企業已開始改變對員
工行為的控制。強調“獨立
自主＂，“感情投資＂、“協
商溝通＂、“大眾參與＂、

“職務擴大化＂、”“性工作日＂、“動式管理＂等
，來實現硬管理與軟管理的結合，發揮員工各自
優勢。
(三) 堅持質量第一，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

美國有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有極強的質
量意識與顧客意識。政府鼓勵企業提高產品質
量，保護消費者利益，依法嚴懲制假販假者。要
求企業保護消費者＂安全權、知情權、選擇權和
意見權＂。

1987年美國政府開始設“國家質量獎＂健
全“社會質量監督體系＂。政府還協同社會團體
，輿論工具，不斷灌輸質量與人類生存的關係，
以多種方式，提高人們判別商品好壞的能力。堅
持顧客至上的經營理念，具體表現是，在科學理
論指導下，建立嚴格的質量保證體系，如
ISO9000質量認證體系等。同時堅持＂顧客總是
對的＂經營口號，千方百計維護消費者利益。

美國人民是個勇敢而愛好自由的民族。他們
原本來自世界各地，是許多不同的文化、種族和
宗教，經過長時期的共存結合而形成的，漸漸他
們以身為美國人而自豪。17世紀以前，北美廣大
原野僅有印第安人和愛斯基摩人居住，但經過
百餘年的移民，這裡已成為歐洲國家人民的新
家園，而其中最主要為英國人所建立的13州殖
民地，這13州殖民地宣佈脫離英國而獨立。幾經
協商與改革，聯邦體制的美國，於法國大革命前
夕，正式登上世界舞臺。早期的美國很歡迎外來
的移民，這些移民使她迅速地成長。美國人口，
在1776年只有300萬人，而現在則超過2億。在
人口迅速增加的過程中，新的生存空間，也跟著
不斷開拓，而方向則由東向西，拓疆的先驅們不
但從事農耕畜牧，也尋找礦產及其它資源。到了
20世紀，美國不但已成為世界強國，並且也是科
學、技術、醫藥及軍事力量的先進國家。

在兩萬多年前，有一批來自亞洲的流浪者，經
由北美到中南美洲，這些人就是印第安人的祖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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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9月24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
中心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说，70年
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1952 年至 2018
年，我国GDP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
元提高到 6.46 万元，实际增长 70 倍。目前，我
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使
用外资第二大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

70年来，中国经济量质齐飞，“中国号”经
济巨轮劈波斩浪，稳健运行。

经济发展创奇迹

70年沧桑巨变，中国经济实力跃升，发展活
力贯穿社会方方面面。

这巨变是经济总量连上台阶。新中国诞生
时，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仅为 679 亿元，近 3年，经济总量连续跨
越 70万亿、80万亿和 9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
二位。

这巨变是大国家底日趋殷实。财政实力由弱

变强。1950 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 62 亿元，2018
年达到 183352 亿元。外汇储备大幅增加。1952
年末外汇储备只有1.08亿美元，2018年末，外汇
储备余额为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
一。

这巨变是贸易往来举世瞩目。2018年，货物
进出口总额达到 4.6 万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223倍，连续两年居世界首位。

这巨变是开放打造引资热土。放宽市场准
入、优化投资环境，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非金
融类外商直接投资 1350 亿美元，比 1983 年增长
146倍，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70年，我们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伟大奇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
翔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
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
充分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创造了人类经济发
展史上罕见的中国速度。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我们也经历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的严重冲击，但中国经济经受
住了严峻考验，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三次产业挺脊梁

从南到北“铁骑千里卷麦浪”，粮食生产再
传丰收喜讯；从沿海到内陆，智能化生产线深入
工厂车间；从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到信息、金
融，服务业突飞猛进为社会添福祉……三次产业
的健康发展，让中国经济挺起脊梁。

70年来，中国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
万吨提高到2018年的65789万吨，全国耕地灌溉
面积由 1952 年的 1996 万公顷扩大到 2018 年的
6810万公顷，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工业体
系逐步完善，目前，中国已成为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
量居世界第一。服务业蓬勃发展，2018年，第三
产业增加值达到 469575 亿元，比 1978 年实际增
长51.0倍。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成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的重要力
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
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产业结
构，工业化快速推进，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
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说。

探月工程、北斗导航、量子通信，南水北
调、西气东输、港珠澳大桥……中国涌现出一批
亮眼的国之重器、国家工程。当前，随着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蓬勃发展，古老
的中国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踏浪前行。

民生改善生活美

经济发展要落到改善民生上。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的经济建设实践启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生产目的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正确认识社会
主义生产目的，着眼于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经济
就能发展得比较好。

70 年来，中国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
展、社会进步成果，人民生活前所未有地安定富
足。

从解决温饱到实现总体小康。1978年，中国
农村贫困人口高达7.7亿人，到2018年已下降到
1660万人。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力度之大、效果之彰，在人类历史上前
所未有。中国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
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实
现全民医保。

从节衣缩食到“芝麻开花节节高”。随着
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
费水平随之提高。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28228 元，人均消费支出为 19853 元。
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大幅增加，居住
条件显著改善。

重视内部积累、采取有利的工业化策略、强
调科技创新、抓牢民生改善……“中国经济的
发展奇迹不是简单地依靠资源禀赋、照搬国外
发展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取得的，而是从中国的
现实情况出发，在不断探索有效的发展战略、
经济政策和制度形式，克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
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
展道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
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说，这些成功经验，也
将成为应对困难挑战、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的“法宝”。

“中国号”经济巨轮稳健前行
本报记者 李 婕

七十年风雨兼程，七十载砥砺前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

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年，中国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日渐美好。

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全
面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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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 透视新中国透视新中国7070年年

问题仍旧突出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深入应

用和持续性爆发，网络安全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国教育技术协会专
家卫平博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先进技术打造的‘矛’需要有
更高级的‘盾’来防御。”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4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
达 61.2%，网民规模达 8.54 亿人，网民数量全球第一。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1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达到 1/3；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中国 5G 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

球第一。
当今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然而在网络安全上面

临的问题同样突出。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建华表示，云计算、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新的
问题，网络攻防水平也水涨船高。

各国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市场调研机构 IDC
认为，全球政府和企业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市场发
展潜力巨大。在 2019-2023 年预测期间内，全球网络安全相关支
出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达到9.44%，预计2023年将达到1512.3亿美
元。

合作应对威胁
网络安全威胁没有国界。“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在网络安全和信

息自由传递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针对网络安全问题采取了立法等
一系列措施。但由于始终滞后于科技发展速度，总是防不胜防。”美
国法律学者、律师张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据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9 月 16 日报道，当世界各国领导人即
将齐聚纽约参加下一届联合国大会之际，他们有很多紧迫的全球
安全挑战。对于美国来说，网络犯罪则是一个尤为紧迫的国家和经
济安全问题。盖洛普咨询公司 2018 年的一项民调发现，1/4 的美国
人曾遭遇过网络犯罪。

在 2018 年底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网络战略》中明确指出，为
“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需要管控网络安全风
险，提升国家信息与信息系统的安全与韧性。主要措施包括：确保联
邦网络与信息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打击网络犯罪并完善事件
上报机制。

网络安全的另一个显著问题是，个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难
以保障。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发布的《2019年网民网络安全感
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37.4%的中国网民认为网络个人信息泄露非

常多和比较多，58.75%的公众网民表示曾遇到个人信息侵犯。普华
永道 9月 17日发布的《2019年数字信任洞察之中国报告》指出，121
位中国企业高管中 28%的受访者认为，数据治理或隐私保护，将成
为数字化转型道路上最为严峻的风险。

解决网络安全难题，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张军认为，虽然
网络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但由于各国之间存在不同的政体、利益
和价值观，为达成合作和谅解，各国首先应在保护公民的个人隐
私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

法律需要完善
对于网络安全这一新兴和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正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逐步建立起网络空间管理和保障机
制。近年来，我国已相继出台了《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战略》等法律规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也在抓紧
研究制定中。

针对当前 App 强制授权、过度索权以及超范围收集、违法违
规使用个人信息等数据安全问题，在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博览
会期间，中央网信办展示了自今年 1 月以来 App 个人信息保护
专项治理工作的成果，包括近 600 款 App 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
息评估和处理情况。

除了要明晰信息安全边界的界定，还要加快对数据和信息的
公共使用和个人之间隐私的保护等问题的研究。卫平认为，需要
在网络安全核心技术和人才方面进行持续投入，“面对人类共同的
网络安全问题，只有当软硬件方面都具备优势，中国才可能在未
来成为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领域的引领者。”

促进网络空间的发展，维护网络安全，广大网民和互联网企业
的作用必不可少。张军指出，“网络安全治理需要与中国国情相结
合，在依照法律规范执行的基础上，还需寻求适当平衡，发挥各方主
动性。”

华侨华人建言网络空间治理

维护网络安全要有“软”“硬”两手
杨 宁 陈冠合

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产业发展日
新月异，网络安全面临全新挑战。近
日，为期一周的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在天津闭幕，围绕“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开展了
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
坛等系列活动。

网络安全问题不仅是各国安全的核
心议题，也与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对于如何维护网络安全，建设一个更加
安全稳定繁荣的网络空间，海外华侨华
人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侨 界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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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幅員遼闊，高山巍峨，大河奔騰，風光旖旎。頂住了歷史的滄桑與苦難，孕育
了多少英雄豪傑、志士仁人。這就是日新月異、江山如畫、美麗富饒、國泰民安的大中國！愛祖
國，愛母親，形成了歷史悠久的傳統中華文化。中國終於揚眉吐氣，獲得新生變得強大，在世界
民族大舞台上一展風采，名列前茅！

由旅美音樂家吳曉萍女士作曲、大連市總工會原副主席曲朝陽作詞的《與祖國同行》原創歌
曲終於面世，並將在大連電視台於9月30日三套節目8點21分，五套節目11點06播出。這首樂
曲宛如高山流水、悠揚悅耳，又有奔騰跳躍、抑揚頓挫、餘音繚繞。原創歌詞胸怀大志、感人肺
腑、氣勢磅礴。

《與祖國同行》
你是盤古開天地開出的神聖，
我是你乳汁里挺起的精靈，
你說要帶我去一個美麗的地方，
從大禹治水的路上我跟你啟程。
你有一雙眺望未來的眼睛，
我的腳步正和著你的憧憬，
你說要帶我去一個美麗的地方，
有一片風光已經裝在你的胸中。
與祖國同行我心堅定，
與祖國同行我心忠誠，
與祖國同行我心飛揚，
與祖國同行我心永恆。
走過了五千年悠悠的歲月，
我一刻也沒有離開過你的身影，
跟著你,至死不渝地跟著你，
終於走進了五星紅旗放飛的黎明。
你有一雙眺望未來的眼睛，
我的腳步正和著你的憧憬，
你說要帶我去一個美麗的地方，
有一片風光已經裝在你的胸中。
與祖國同行我心堅定，
與祖國同行我心忠誠，
與祖國同行我心飛揚，
與祖國同行我心永恆。
與祖國同行我心忠誠，
與祖國同行我心永恆。
《與祖國同行》曲作者吳曉萍女士是一位旅美音樂家，現任美國肖邦國際藝術中心音樂總監

，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音樂總監，大連劉寧鋼琴學校校長，美南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發起人總策
劃，綜藝節目《琴動人心》發起人和總策劃。出了《與祖國同行》外，她最近還創作了歌曲《大
海》、《獅路》、《大愛無疆》等音樂作品。她曾榮獲“音樂中國杯”全國原創歌曲金獎，並出
版發行過三本原創音樂專輯。

《與祖國同行》詞作者是大連市總工會原副主席曲朝陽，他曾策劃、執導了大連第八屆國際
服裝節閉幕式晚會等大型文藝活動。創作、發表歌詞百餘首，其中，《大愛無疆》獲得“音樂中
國杯”全國原創歌曲大賽歌詞金獎。

《與祖國同行》演唱者李赫出生大連，他用粗獷、渾厚、真摯的歌聲表達了對祖國、對家鄉
的深厚情感。

《與祖國同行》是原創作品，是獻給共和國70華誕的一份禮物。
大連電視台將於9月30日三套節目8點21分，五套節目11點06分播出由吳曉萍作曲、曲朝

陽作詞、李赫演唱的《與祖國同行》，敬請收看！

海外赤子情系中華原創歌曲
《與祖國同行》 為70華誕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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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NancyBNancyB 最喜歡在後院忙活的爺
爺已經離開我們兩年有
餘，那園子就這麼荒著

。我一直留著他勞作時戴的草帽，它靜靜的躺在衣帽架上，彷彿
在等著主人的歸來。

第一年深秋，我扯斷了院中那一蓬亂亂的老絲瓜。不想吃，
就看著它們從青到黃又變深棕，隨著秋風搖擺著，擺得我心亂，
擺得這秋更顯凋零。我默默走到後院開始拼命拉扯，於是絲瓜秧
不見了，彷彿被悲涼糾纏的心情也輕鬆了不少。

第二年深秋，我拔掉了那些爺爺親手搭建的菜架子。有些不
捨，但它們橫亙在後院中，隔窗偶爾瞥見，總會時不時戳我的心
一下，疼。

後院的柚子樹這兩年也沒有動靜，只是默默地長著葉子抽著
枝芽，身姿越發的龐大。以前那掛滿枝頭的西柚可是我家老人們
最喜歡的水果了。而那株多年對我們不理不睬，只是傲嬌長葉子
的血橙，去年卻結了一個果子，黃澄澄、孤零零的站在樹尖上，
好像故意讓我看到似的。我連忙跑去摘下來放到了爺爺以前住過
房間裡，給他老人家嚐鮮。說來也怪，那枚橙子放了好久好久都
沒有腐爛，只是乾癟褶皺縮小了一圈，顏色也愈深了。拿起來一
聞，還可隱約聞到淡淡的橘香。

這是第三年了，從沒被我善待只是靠天吃飯的果樹忽然一齊

發力，爭相開花結果。而我卻茫然不知，還是暑期幫我看園子的
好友告訴我，才意識到今年我又可以不勞而獲了。我呆呆的站在
後院看著那被果子壓得都抬不起頭的小柚和小血（我給它們起的
暱稱）有些不知所措。圍著它們扶扶枝椏，怕斷了，摸摸青青圓
圓的果子，又怕掉了，忽然就有一種老婆馬上要生孩子而老公在
一旁慌亂欣喜卻不知該做些啥的趕腳。還好我也是生過孩子的，
終於想起去年被我拔掉的木架子還堆在牆角里，忙喚老公一起為
我們家小柚和小血左支右搭了一通，總算是幫牠們緩解了一下產
前的腰酸背痛。

轉眼夏去秋來，果子們也逐漸由青轉黃，身子也越發的沉重
。我略帶羞愧的圍著它們東瞧西看一番，總覺得應該再為小柚和
小血多做些啥。可回顧我養花草的歷史並不怎麼光榮，每次我努
力的想為花花草草多做點兒啥的時候，不是根被我澆爛了就是被
我施肥燒死了，所以這次我很是慎重，孕婦在臨產前不是都不能
太補的嗎？還好我也是生過孩子的，忽然想到了產床。對，我要
給果樹圍一圈石磚防止水土流失，再給它們的腳下多放些鬆軟的
土壤，這不就是給它們做了個舒服的花床嗎？

想到了馬上動手，我都不用去買磚，果樹旁荒蕪的菜地就是
被一大圈石磚圍起來的，而且那裡的土壤以前爺爺可沒少施肥，
很有營養。也是天公作美，那幾天都是白天下雨傍晚雨停，土地
變得鬆軟了許多，太陽也不曬，我拿著鐵鍬開始掘土挖石忙活起

來。其中辛苦不必細說，反正第一天不懂得勞動人民的穿衣要領
結果被螞蟻咬的手腳一堆包，然後晚上累的渾身酸痛一夜無法入
睡。最後一共用了三天時間，終於大功告成，給後院的三棵果樹
都圍好了石欄培上了肥沃的土壤。

忘了介紹我家第三棵是無花果樹（叫小無），它其貌不揚還
長得七零八落，卻很皮實也不傲嬌，每年都結不少深紫色甜甜的
果子，我和鳥都吃得不亦樂乎。因為自己純粹是不勞而獲，所以
也從不和後院的小動物們計較，大家一起吃吃喝喝互不干涉。

才完工幾天休斯頓的雨季就到了。隔窗觀雨，看著小柚、小
血和小無站在在我給它們新做的花床中有吃有喝又安全，心裡的
石頭終於落了地。一年斷藤、一年拔架、一年搬石，今天的我終
於可以大聲的對著天空說，“我可以照顧好它們的，您放心吧！
”

中秋之後雨紛紛，今入夜初晴，月色如水，院中果樹雨後散
發出陣陣清香，令人神思遐想，遂寫文並作五絕一首以記之。

五絕《夢香》
韻十一真
漏夜銀蟾盛，
初晴柚色新。
香彌添趣味，
侵夢醉仙人。

《《夢香夢香..雜談雜談》》

從左到右從左到右：：小柚小柚（（德州西柚德州西柚）、）、小橡小橡（（橡樹橡樹）、）、小血小血（（血橙血橙）、）、小無小無（（無花果無花果））

很多朋友会在家里养一些好看

的花卉盆栽，而绿萝、长寿花、月

季、蟹爪兰、龟背竹、君子兰等花

卉都是很好看的，也适合在自家的

阳台或者客厅养护。但花卉养护久

了，也有花友就想尝试在阳台上盆

栽一些果树，其实是可以的，下面

的1种“果树”就可以盆栽在阳台

上了，我们只需要挖1勺“水果籽

”到花盆里，快的话，1个月就能

够长成盆栽了，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

在家养一些绿萝、长寿花、吊

兰、蟹爪兰、月季等植物只能观赏

，而在阳台上养一些“果树”，等

到了结果期，就能够采摘到果实了

，虽然说这个需要很久的时候，但

想想能够吃到自己种植的果实，还

是会很开心的，在养护的过程中也

能够观赏植物，简直是一举两得。

可以说养花不如种“果树”，像火

龙果就可以在阳台上盆栽。

火龙果是很多花友都喜欢吃的

一种水果，虽然说它是一种热带水

果，但也是可以种植在阳台上的，

南北方都可以种植，只要种植的方

法正确，都能够生根发芽。我们只

需要将火龙果里面的种植挖出来，

然后经过简单的处理，就可以种植

在花盆上了，一般7天就能够发芽

，等到1个月，可能就长成了小盆

栽了，还是有观赏价值的。

火龙果种植方法：

想要在家种植火龙果，操作起

来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只需要准

备一颗火龙果，然后挖1勺果肉出

来，这时候果肉里面就有很多“籽

”了，一般是黑色的，这些黑色的

“籽”也就是火龙果的种子，我们

可以拿来种在花盆里，在种植之前

我们要把果肉里面的“籽”拿出来

，然后浸泡在水里20分钟，就可以

拿来种植了，撒在花盆里，再盖上

一层塑料瓶，一般7天就能够发芽

，1个月长成盆栽。

火龙果的养护

养护火龙果也是很简单的，它

是一种热带水果，所以我们要给它

提供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一般

25℃左右是最好的，在这种温度下

生长会比较快。有花友问到，适合

火龙果生长的温度这么高，那等温

度低的时候是不是养不好火龙果？

其实不是的，火龙果能够耐高温，

也是能耐低温的，冬天零度的时候

它也能够生长，只是长得比较慢，

在养护的过程中，我们要多给火龙

果这种果实晒太阳。

关于养花不如种植果树就介

绍到这里了，不知道花友们有没

有在阳台播种过火龙果？其实都

是不难的，没有试过的花友们不

妨试一下，养花是一种乐趣，而

在阳台种植果树，更是一种乐趣

。别说什么养这种果实，不知道

多少年才能够吃到果实，其实我

们没有必要用这种心态去养植物

，因为在养护植物的过程中是很

有趣的。

养花不如种“果树”1个月成盆栽！

鸟类技艺训练的基础和关

键就在于要设法使受驯鸟建立

起对这种技艺的条件反射。观

赏鸟是按照驯鸟者给它的信号

进行表演的，因此，给鸟打信

号就非常重要。打信号就是利

用条件反射原理，在驯鸟者与

鸟之间，建立起来的某种声音

或动作的条件反射。首先，驯

鸟者与鸟要建立起感情来，并

培养彼此之间的默契，做到让

鸟能够明白驯鸟者的意图。通

常，驯鸟者会在观赏鸟饥饿日

时用它们喜爱吃的食物作为诱

饵，同时设法给予某种固定的

信号，比如个固定的声音或动

作等~~~训练观赏鸟动作，建立

条件反射，最基础的小常识！

使鸟去完成某种特定的动

作。当鸟按要求完成了动作之

后，便立即给它食物，作为奖

励：如果它没能完成该动作，

便少给或是不给它食物吃。经

过长期反复不断地训练后，受

驯鸟就会逐渐形成只有按要求

完成某一动作才能得到食物，

或按要求完成了某一动作后就

会得到美食的条件反射。以后

只要给鸟以该信号，即使不给

食物，受驯鸟也能按要求完成

某种动作。这就是条件反射的

基本原理，也就是我们所观看

到的鸟类技艺表演。训练观赏

鸟动作，建立条件反射，最基

础的小常识！

在具体的训练过程中，最

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掌握循序渐

进的原则，训练的难度要由简

单到复杂。让鸟学会一个动作

后需要巩固一段时间再学下一

个动作。还有一点，就是要持

之以恒。鸟类条件反射的建立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有坚持

不断地训练，才能使鸟逐步建

立起条件反射。训练观赏鸟动

作，建立条件反射，最基础的

小常识！

驯鸟表演雄鹰展翅维鹰展

翅不但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美，还给人一种雄健有力、积

极向上的激情。

训练观赏鸟动作，建立条件反射
最基础的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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