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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加州允大學明星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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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舉行“放屁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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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變化是：
1.首付3.5%。事實上，這發生在去年，比前幾年
下降了3%。這一數額是購房者購買10萬美元
住房時多出的500美元。我們幾乎沒有感覺到
變化——如果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對貸款減少
500美元感到興奮，那麼我說我們可以接受。
有利的一面是，每月3至5美元的付款會變得
更好。

2.預付按揭保險費2.25%。以前是1.75%。對于

10萬美元的抵押貸款來
說，這意味著貸款額增
加500美元，30年期或
15年期固定貸款的還款
額每月增加3至5美元，
這一增加正好抵消了上
述1項的儲蓄。

3.在某些情况下，每月
的按揭保險費也會增加

。目前，在大
多數情况下，
每月的保險費是每年0.55%，而對
于首付10%的15年期固定貸款，則
不需要每月一次。聯邦住房管理局
打算在他們的抵押貸款保險定價
中增加層次。信用分數越低，你支
付的MI越高。如果首付越少，你的
利率就越高。兩者結合起來，利率
更高。好消息是，FHA對更多人來
說變得更容易接受。如果你有很好

的資歷，那麼你將承擔更少的風險貸款成本，
這將是一個很好的舉措，雖然它還沒有生效。

4.信用評分最低值再次上升。FHA估計580分
是他們允許的最低分。然而，大多數貸款機構
已經將一些銀行的數字定為 620 甚至 640。
FHA有時會比某些貸款人願意承擔的風險更
大，這就是其中之一。
（取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美國房產美國地產北美買房
FHAFHA變更匯總變更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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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國的自有住房擁有者比例達到階段高峰，但隨
著2007年次貸危機及隨後的金融危機爆發，美國房地產市場
被打回原形，大量房主失去了房屋，美國也變成了“租房客的
國家”。

從次貸危機醞釀前夕的2006年至2014年之間，美國有
近1000萬的房主因房屋被法院拍賣售出而失去房屋。

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的影響不僅今天仍能感受到，而且不
可磨滅地改變了美國人看待房屋的方式和我們生活方式的
方式。

在很大程度上，美國成了一個“租房”的國家。房地產泡
沫破裂後的十年，美國人對房屋的負擔能力反而更弱。

在經歷了住房平權法案後，不同族裔之間的居住條件並
沒有明顯改善。而次貸危機後，貧困家庭的居住條件依然處
于崩潰邊緣。

“租房客”的國度
第一個重大變化，是2006年至2016年間，美國變成了

“租房客的國家”。
一方面，由于克林頓在總統競選時提出讓更多中低收入

者擁有住房的政見，以及美國大銀行機構放鬆對購房者貸款
的審核，使得許多此前沒資格買房的人能以超低首付或零首
付從銀行貸款買房。

也因此，到2006年時，美國的自有住房擁有者比例達到
階段高峰，但隨著2007年次貸危機及隨後的金融危機爆發，
美國房地產市場被打回原形，許多房主失去了房屋。

據APM Research Lab的數據，2006年和2016年的最新
可用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全美國173個人口超過15萬的城
市中，租房者的數量在次貸危機發生的十年後遠遠超過了自
有住房擁有者，從2006年的21%大增至2016年的47%。而自
有住房擁有者的比例從2006年的79%降至十年後的53%。

在這10年的時間裏，沒有一個城市的租房人數出現了統
計上的顯著下降，許多城市的租房人數都出現了兩位數的增
長。

同樣在這段時間，擁有住房的家庭比例從69%降至64%
。這也意味著與10年前相比，如今的租房人數增加了730萬
戶。

泡沫破裂後，更難擁有自住房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的數據顯示，在過去

10年因房屋被法院拍賣而失去住房的家庭中，只有不到三分
之一的家庭重新擁有了住房。

提高貸款標準也降低了住房擁有率。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住房金融政策中心聯席主任Laurie-
Goodman估計，在過去幾年裏有600萬人本
可以繼續擁有住房，但卻無法獲得抵押貸款。

與此同時，美國房價中位數自金融危機
觸底之後，已反彈超過50%以上，這意味著過
去十年的房地產泡沫破裂已經讓位于許多家
庭面臨住房負擔能力降低的危機。目前，住房
負擔能力已降至200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Marketplace研究認為，上述現象與美國
學生貸款增加一倍多的時間點重合，此時的
學生貸款總額達到15億美元，這可能有助于
解釋為什麼千禧一代的住房擁有率約為35%
，低于過去 50 年裏的任何一代年輕人。而
Marketplace-Edison 的調查研究顯示，大約
75%的18-24歲的年輕人表示，擁有房子仍然
是他們的一個重要目標。

不同族裔間居住條件差異巨大

擁有一個房子是家庭積累財富的主要方式，以確保他們
的退休和把錢傳給他們的孩子，這意味著住房擁有率的下降
可能會產生持續幾代人的影響。

次貸危機十年後，黑人住房擁有率下降5個百分點至
42%，這比白人的住房擁有率低30個百分點。

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住房金融政策副總裁Alan-
naMcCargo表示，如今黑人的住房擁有率與60年前《公平住
房法案》(FairHousing Act)通過時一模一樣。

這意味著，黑人家庭的境况並不比法案通過時更好，經
過了兩三代人之後，美國不同族裔之間的居住條件差異並沒
有明顯改善。

“從租到擁有”的興起
儘管“次貸”曾引起美國房地產市場大崩盤和金融危機，

但哪裏有市場，哪裏就會有產品。在十年前那波因還不起貸
款而自住房屋被法院拍賣的危機過後，另一類購房計劃在過
去幾年在房地產市場推廣開來，也向那些沒有資格申請傳統
抵押貸款的人提供了一個進入市場的途徑。

其中一些中低收入者通過“從租住到擁有”（rent-to-own
）的交易獲得了住房。Marketplace的報告指出，這些交易中
有許多都帶有房屋所有權的責任，但卻並沒有很多益處。這
類房屋通常價格偏低，不過想要買的人往往要承擔昂貴的維
修費用和物業稅。

這類住房的居住者，往往首先是租住在其中，因此也可
能像傳統租房客那樣，突然被驅逐出來。

儘管像次貸危機那樣，“從租住到擁有”的住房不會像次
貸危機那樣對經濟造成嚴重威脅，但它可能會對處于崩潰邊
緣的家庭造成威脅。
(取材美房吧)

金融危機如何重塑美國房地產市場金融危機如何重塑美國房地產市場
分裂的十年分裂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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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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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日趨“全球化”的今天，進行海外資產配置已經被
越來越多的國人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高淨值人
士越來越多，海外投資已經不再是富人的專利。

海外投資超越階層，原因多樣
不同富裕階層家庭總資產中海外投資比例(圖一)
‧大眾富裕：可支配流動資金在60萬－600萬人民幣，想要
通過海外房產投資實現資產多樣化的“大眾富裕“（mass af-
fluent）現有的海外資產占總資產比例的平均水平為25.4％。
‧富裕：可支配流動資金在600萬－6,000萬人民幣的“富裕
人群”普遍將總資產25.9%的進行了海外投資。
‧非常富裕：可支配流動資金在6,000萬人民幣以上的“非常
富有人群”平均持有總資產比例19.3%的海外投資。

國人海外投資原因調查
(圖二)可見，選擇海外投資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內地投資

者普遍需要通過將投資多樣化來分散風險。

海外投資，為何首選房產？
大多數受調查的海外投資者計劃在未來兩年增加其海

外持有資本，並保持對海外資產配置的興趣(圖三)。
投資方式千千萬，為何大多數投資者對房產投資情有獨

鍾？

一位房產投資20年的成功人士

只說了一個字
穩

由于對國外經濟、
政治環境相對陌生，因
此，進行海外投資的高
淨值人群普遍比國內
更為保守，他們會選擇
收益相對穩定的投資
產品。數據顯示，參與

調研超過半數的人都表示會考慮增持國外
資產配置，房地產投資幾乎是所有人的首
選。

直觀來講，一個城市的房產是否值得
投資，很重要的評判指標是這個城市的國
際化程度是否高，是不是移民或留學的熱門城市。一般來說，
交通地理位置方便、經濟產業結構多元化、各大高校教育資
源集中的城市，一般國際化的程度就比較高，其房價的流動
性也越好。

不少海外國家的地皮和房產都是永遠屬於房主的，而且
不受國家政策影響，房產質量好，因此外國買房人不需要為
產權過多的擔心，只要不是自己將房子賣掉，便可給自己的
子女永久傳承下去，成為一筆真正意義上的“不動產”。

對于國人來說，不管是老牌海外房產美國、英國、澳洲、
歐洲還是新興東南亞市場，都各有特色，關鍵還是適合自身
情况，才最重要！

海外購房，這些“雷”不要踩！
中介網站套路

很多投資者還是比較相信自己親手搜羅出來的信息，所
以絞盡腦汁在中介網站找到一些所謂“超值”房源，那麼這都
是什麼情况呢？
套路揭曉：
一般分為三種情况：
一是項目不存在，純粹虛假房源；

二是項目存在，但早已出售，
先將投資人穩住，然後再推
薦一些目前他們主推房源，
從中斡旋；
三是項目存在，目前在售，但
位置偏僻，雖然是在某個熱
門區域，實際已經是邊緣地
帶，偏離投資中心地。
提醒：如果您是從中介網站
上找房源，一定要擦亮眼睛，
辨明房產哦~

陌生華人搭訕
套路揭曉：

經常碰到的情形便是陌

生人會先跟你熱情地搭訕，謊稱自己有這方面資質，可以推
薦一些房源，一種情况是他自己手上有現成的二手房；一種
是他將投資人引到某個中介，待投資人購房後，賺取中介金
（當然早就加進房價裏了）
提醒：異國他鄉，碰到同胞開心驚喜的同時，更要注意防騙防
詐哦！

朋友介紹
套路揭曉：此點慎重讀取，如果介紹人是親屬或者多年

好友，毋庸置疑，但如果是沒有達到走心地步的朋友，可是要
注意嘍，因為此種方式，也是賺取介紹金的一種常見手法。
啊？聽的毛骨悚然！不，這還不算什麼！

投資者購買房產最擔心的便是房子是出現各種售後或
者物業問題，那麼，以上三種情景，真的有保障嗎？房子是否
有抵押貸款之類的隱患，好像真的無從查起呢。還有重要一
點，售後問題能否得到安心處理呢？這些基本的保障都沒有，
那這些“雷點”，還是不要踩了吧。

所以說，如果您想在海外購房投資，同時拿身份，一定要
擦亮眼睛，找可靠的機構來選擇房產，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哦！
(取材美房吧)

海外投資，為何首選房產？
該注意哪些問題該注意哪些問題？？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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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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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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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房地產行業也形成了強勁的
賣家市場。

性價比稍稍好點的房子，都會出現幾個買家競標一棟房
屋。

聰明的中國人在國內房產市場收緊的情况下，開始放眼
海外，尤其是美國房產。

在美國買房與中國買房還是有蠻多的不同點。
下面這幾種房子投資一定要繞開。

1.院子大的房子

如果是新房還好，草坪都
有自動灌溉系統，但是地塊草
坪的維護成本也不低。

要想保持院子綠草茵茵
可不是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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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個月的維護成本要在150

美元左右。
很多老房子是沒

有灌溉系統的，要人工
澆水，偶爾澆澆院子還
蠻好奇喜歡的，天長日
久就難做到了，草坪很
快就會被枯死。

結果就是社區給
貼單，嚴重的就要收走
房屋的產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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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到市場上出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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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價格低，終于撿到了個大便
宜，買到手了才知道這是個超級大鱷。

屋頂需要更換
※ 一般普通的瓦的壽齡在20年左右。

如果不加更換，會漏水，小動物從縫隙裏鑽到屋
頂，一棟200平米左右的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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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的瓦會出現鬆動裂縫，一些小動物就可以乘
虛而入。

而捕捉這些小傢伙可不是一般能就能做到的，要
請專業人士來研究地形，設置捕捉器，可以活捉不可
以致死，這是動物保護法的規定。

空調需要更換
※ 空天的外機一般是10年左右，超過了壽齡，製冷制
熱效果都很差。

美國的房屋都是木制結構，全年四季都要保持運
行，保持溫度不是主要的，除濕才是最重要的。否則的
話房間會生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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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美國房產的你一定要知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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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國內房產政策的進一步緊縮，越來越多的人
開始了美國投資的探索。國人在美國投資的房產主要有哪些
類型，又有什麼特點？

投資型房產
以投資為主要目的的投資人占有較大比重，一是由于國

內投資渠道比較有限，二是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瞭解
到外國的投資機會，不動產又是投資實物類型，更易于接受。

投資型美國房產在購房前需對投資收益有一個清晰的
核算，購房的成本是哪些，裝修、修繕的費用需要多少，涉及

的稅費有多少，一次性繳納和每年繳納的款項如何；投資收
益如租金收入如何，是以何種方式租賃，對房屋及內部設施
的損耗有多少，包括房產本身的價值、該房產所處地區的不
動產價格趨勢、該地區受到的法律法規的限制等，都必須考
慮到。

而且偏重投資型的房產投資者，也需要清晰瞭解該房產
所得收益的相關稅收計算，房產出售涉及的稅費以及對投資
者的要求等。

教育型房產
教育型房產在近幾年突顯，主要為了子女的

當前或是未來接受美國教育時生活的便利性考
慮而置辦，其中也包含很多投資的因素在內，不
僅是國內的學區房受追捧，國外一些好的學校周
邊的房產價格也是更相對堅挺，而且近年來上漲
幅度相對更大。

教育型的房產多以孩子就讀的學校相關，交
通和生活的便利度是考慮的要
素。

養老型房產
正是由于國人對生活品質

的不斷追求，以及對環境、食品
等安全的要求，也催生出了這
一種對退休後生活享受閑適自
在的房產投資需求。

此類房產對環境要求較高
，即有自然風光，也有人文關懷
，並且對當地的醫療條件和便
利度都有要求，生活是否方便，

以及房屋設計等是否適合中老年人使用等。
而且此類房產可能投資人居住時間會相對較多，在美國

置業必須考慮到語言、文化、飲食、配套服務等是否適宜。

度假型房產
與養老型房產有一定的相似度，對環境要求較高，更偏

好于氣候溫和和人口低密度的地區，不同的一點是度假型房
產居住的時間段較短，以假期休閑為主，放鬆、享受家庭歡樂
，而且投資人會將自己生活的喜好帶入到此類房產的要求中
，比如是靠山或靠海，有無其他配套運動設施如高爾夫、騎馬
、游艇等。

綜合型房產
投資人有多項購買需求動因，此類投資型房產需有複合

型的考量，綜合前幾種美國投資房產的特點，結合個人實際
情况綜合考慮。
(取材網路)

美國房產美國房產55大投資類型比較大投資類型比較

投資型房產

教育型房產教育型房產

養老型房產養老型房產

度假型房產度假型房產



AA66教育留學
星期一       2019年10月14日       Monday, October 14, 2019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北美五大就業難的專業，華人慎入!

（來源:爾灣華人網）俗話說得好，
“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專業的選
擇，直接決定了個人的思維方式，也間
接指定了人生的奮鬥方向。進入美國
之時，大家首先面臨的便是專業的選
擇，除非從內心深處喜歡某個專業，否
則大家應該註意一下這些高投入低回
報的火坑：

（註：行行出狀元，所以只要妳夠
牛，就不怕入火坑!）

火坑專業 No.5 法律
盡管美國的法律行業始終占據食

物鏈的高端，律師的年薪長期居高不
下，但作為地道的中國公民，真正地進
入律師行業絕非易事。畢竟，要想真正

融入美國法律
行業，投入血本
必不可少，博士
文 憑（JD）幾 近
剛需。

當 成 功 拿
到法學院的通
知書時，臉上肯
定透露出幸福
而驕傲的笑容；
當金錢和汗水
如潮流般湧入
火坑時，心中默
念的必定是未
來的光明前途；
當求職時因身
份（無綠卡）和
口音被拒時，卻
找不到招聘方
種族歧視的把
柄，不得不感嘆
美國法律的偉
大...

怒而回國，才發現世界上最遠的
並不是亞美大陸間的距離，而是大陸
法系和歐美法系之間的鴻溝......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4 理論物理

妳有一定概率會認為，只有了解
相對論才能真正了解世界；妳有一定
概率會認為，不精通統計物理的工程
師都不是好工程師；妳有一定概率會
認為，只有物理程式才能詮釋整個世
界

是的，公眾並不懷疑物理學家的智
商，可這並不意味著場論的學習能夠
定量地提高小宇宙的能量。教職數量
畢竟有限，當理想狀態與現實世界發
生沖突時，也許才會開始感嘆世態的
炎涼和理性的缺失。

幸運的是，處於火坑中的粒子們
有一定概率發生能級躍遷，跳出火坑，
開始新的周期......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3 文學
曾幾何時，幻想著周遊世界

憧景、遐想，握緊鋼筆
曾幾何時，開始追尋美國一夢
托福，雅思，輾轉反側
還記錄著雙腳踏上美國的那一刻
在同門的買菜車上留下的贊詩

夢中醒來，綠卡，工作，鈔票，原來
這才是新美國的三座大山...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2 理論數學

世間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一系列
點線面的組合；任何專業，只有在充分
地引進數學知識才能走向成熟；世界
上最美的佳人，身材也需滿足黃金分
割率......

是的，數學無所不能，但博士後的
期限卻總是比直線還要長；幸運的是，
自己與穩定教職之間的距離，好像每
天都會縮短到原來的十分之一......

當然，我相信，每個研究理論數學
的人，都被數學的偉大所征服，至於錢
，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數字而已!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1 生物學
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千人百

人計劃，都是生物的天下；神馬科學自
然，全是生物學家的灌水勝地......

然而，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
大多數博士畢業以後都變成了千
老－－千年老博士後......

更悲劇的是，生物種群能夠隨著環
境的變化而進化，生物個體卻很難通
過基因突變來改變命運 ^^!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美國工作面試第一印象
（來源:爾灣華人網）那天有人來公司面試，

我帶他去會議室，告訴他請坐。他四處張望，不
知道該坐哪裏，我這才註意到會議桌周圍沒有
椅子。我笑著解釋說：“真對不起，昨天公司開
party，椅子堆在角落裏，還沒搬回原位”。我一邊
說著，一邊走去堆椅子的地方搬了一把椅子來
放在會議桌邊。那個人見有了椅子，一聲不吭就
坐下，我只好再次去搬椅子。想到 CEO 會來參
加面試，也許還有別的人會來，我打算多搬幾把
椅子過來。會議室的椅子是金屬腿和金屬扶手，
挺沈，而且是重疊堆放，椅子腿卡在一起，把它
們分開要費很大的勁，我來回搬了好幾趟。整個
過程中那個人面無表情地坐在我搬來的第一把
椅子上等待面試。

來面試的是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我
去搬第一把椅子的時候以為他會跟在我後面去
幫忙，至少為他自己搬一把椅子，但是他絲毫沒
有想幫忙的表示。一般說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

男人會主動去搬椅子。如果是格蘭，他肯定沖過
去幫忙，把每一把椅子都搬過來，並且會堅持不
讓女士出力。我習慣了周圍的男士或多或少都
有點紳士精神，所以我對這個男人的表現感到
詫異。雖然搬椅子不是他的義務，但不搬椅子顯
露了他的素質。工作面試第一印象很重要，這個
人在面試還沒開始就給我留下壞印象。也許他
在別的方面很出色，但是誰願意跟懶人一起工
作？

工作面試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國
人非常看重人格魅力和待人處事的能力。面試
最重要的是一見面要熱情大方友好，頭一分鐘
就要給人留下好印象。面試時候不要像上面那
個木頭人冷漠讓人沒好感，還有以下這樣一些
錯誤一定要避免。

第一，面試不要遲到。如果妳進門第一句話
是“對不起我來晚了”，那麼妳的面試已經失敗
了。無論是堵車，交通事故，火車晚點，渡輪停擺

，任 何 借
口都無法
打消雇主
心裏的疑
問，妳 連
面試都遲
到，以 後

上班妳會準時嗎？
第二，面試千萬不要看手機。把手機關掉，

而不是只改成震動。因為有些人手機一有動靜，
就會有抑制不住的沖動去看手機，至少會分散
精力。最壞的表現，告訴面試官說：“對不起，我
接個電話”。妳也太不把面試官看在眼裏了，有
什麼事比拿到這份新工作更重要？

第三，不了解面試公司的情況。最糟糕的問
題是問人家的公司是做什麼的？發出簡歷前，或
者至少在面試前，要調查研究公司的信息。在互
聯網如此發達的社會，上網查個公司信息易如
反掌，妳如果不知道，還要人家告訴妳，那是不
可原諒的錯誤。

第四，說前任老板和前工作單位的壞話。面
試的一個必答題是，妳為什麼要離開前公司？妳
千萬不能說是前老板很壞，前同事多麼不好。這
樣的話使妳顯得沒風度很難處。美國公司喜歡
找team player，妳在前公司處不好跟老板和同事

的關系，雇妳來能處好嗎？妳現在說前老板的壞
話，誰能肯定妳將來不說新老板的壞話？

第五，一門心思地想休假。第一輪面試，妳
對別的事不感興趣，一味地打聽人家公司有多
少天休假，工作開始後多長時間可以開始休假？
唉，妳是來找工作的還是來找休閑的？這種問題
留到第二輪面試再問。如果妳沒有第二輪面試，
那麼第一輪問了也白問。

第六，著裝過於休閑。在美國，穿正裝表示
妳的對這個場合的重視。面試著裝寧可過於正
規，不可過度休閑。再說一般人穿正裝都比休閑
裝成熟穩重有風度，妳就不想讓自己看起來順
眼一些？

第七，什麼問題都沒有。面試的最後，面試官
肯定會問，妳對我們公司有什麼問題嗎？妳回答
說沒有。真的嗎? 妳對妳想去的公司和妳想要
的工作提不出一個問題？還是沒興趣問？面試官
其實是想通過妳提的問題了解妳的想法和妳的
思考能力，可是妳茫茫然提不出一個問題。

第八，忘記感謝面試官。面試結束要當面致謝
，或者寫 email 感謝面試官花時間見妳，這是禮
貌，同時也是提醒人家不要忘記妳。這點小小的
禮節並不多余，每個人都喜歡有禮貌的人。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007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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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教授談哈佛教育最大清華教授談哈佛教育最大
特點特點：：敢問敢說會忽悠敢問敢說會忽悠

中國人往往把哈佛當成美國的教育典範。的確
，哈佛大學在美國的高等教育裡，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自己在哈佛大學讀了7年的研究生、博士，也曾
經輔導過許多本科生，近距離接觸過他們，他們可
能是最能代表美國精英青年的一群人。

曾有一位猶太女孩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 1990 年，她為了獲得更高榮譽級別（Summa
Cum Laude）的畢業生頭銜，要完成本科論文撰寫
。一般“學生狗”都是隨便套個T恤牛仔褲，但她
總穿著高昂的外套，背著名牌包，化了精緻的妝容
；而第二個給人的印象則是她什麼都不懂。我那時
的工作是在經濟系的本科畢業生撰寫論文時，為他
們解決計量經濟學技巧和電腦技術問題，她對這些
基礎學科幾乎一無所知。但她什麼都敢問，一點不
羞赧，完全沒有怕被人鄙視的感覺，更“無厘頭”
的是她還敢於向別人提要求。 當時的計算機數據都
存儲在臉盆那麼大的磁盤裡，厚重的磁盤需要擱在
磁盤機上操作，可她經常不動手，都是我們為她
“賣力”。每當看到實驗室裡散落著一堆磁盤，旁
邊擱著一個手袋，我們就知道“大小姐”來了……
活來隨著人事變遷，我也就慢慢淡忘了她。

第二個孩子是我的一位親戚。她在中國上的中
學，後回到美國上哈佛大學。她的學習成績並不突
出，剛開始在國內讀高中時，數學還常常不及格。
那麼她有什麼資格能過入讀哈佛？是她的思辨能力
。她在國內最喜歡的課居然是政治課，還常常跟政
治、文史哲各科老師辯論。加上閱讀涉獵廣泛，有
獨特的視角，令她輕鬆斬獲了哈佛面試官的青睞，
而其他一些學風嚴謹的學校卻對她不感興趣。上了
哈佛之後，她更是如魚得水——代表所在書院參加
划艇比賽；週末更是忙的腳不沾地，參加各種聚會

、交流會，連老爸來都要
預約時間；她在校園裡行走時，經常是三步一聲
“Hi”，五步一個擁抱，似乎認識全校的人。畢業
時她已經寫出了兩部劇本，其中一部獲得了某好萊
塢製片人的錄用。

當然，也不是每一個哈佛生都這樣雄心勃勃，
自如的遊走在各種人際關係裡，我曾經遇到過一位
哈佛生，他的父親是美國聯邦巡迴法院的大法官，
也是哈佛校友。他本人畢業後，就在哈佛校園附近
當起了按摩師，類似於我們的北大生賣
豬肉，不過在美國這可不是什麼大新聞
，大家似乎都能理解認同。

話說回來，我的這位親戚也曾向我
坦言，哈佛的學生整體上和其他常青藤
聯盟的大學，包括耶魯、MIT、普林斯
頓的學生有點不太一樣：哈佛生總是自
命不凡，總有一股子幹勁、衝勁，而且
敢問敢說——不懂就問，想說就說。我
恍然大悟。這可能是美國精英教育最具
代表性的風格。

這種教育風格能夠與東方教育風格
融匯嗎？我最近負責清華大學一個非常
重要的國際學術項目，目標是培養國際
上一批瞭解中國，對中國有感情的未來
領導者。有近一半的學生來自美國。上
了幾周的課之後，巨大的文化差異就顯
現出來：那些非美國孩子抱怨連連，說
美國學生提問太多，老師講課都變得斷
斷續續。所以現在我把課程分為兩部分
，前半段要求等我把觀點完整地講完，
剩下的時間敞開來提問、辯論。算是中

西教育的一種調和吧。
那麼，第一個女孩子後來怎麼樣了？四五年前

的一天，我突然在電視上看到她正在演講——而她
的身份是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她就是如今大名
鼎鼎的雪莉桑德伯格！說起來，我也是她的半個老
師。如果20年前，你問我，桑德伯格以後會不會與
有出息？我會斷然否定，可事實呢？她不僅是哈佛
最優秀的畢業生之一，還是福布斯最有權勢的女性
之一。因此我一直在反思，我們對美國精英教育的

理解是不是有偏頗？在我們的傳統教育裡，學生從
小就被要求要畢恭畢敬、謹言慎行，問了“低級問
題”就要感覺羞愧，缺乏勇往直前、敢問敢說的精
神。 而哈佛大學不僅是典型的美式教育，更是培養
領導型人才 的地方——領導者並不一定需要高深的
專業背景，重要的是不懂就要敢於發問，敢於在眾
人面前表達觀點，動員團隊裡的各色人等認同自己
，鼓舞大家努力前行。這就是領導力的體現。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007D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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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批評中國式批評VSVS美國式表揚美國式表揚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學校心理學專業助

理教授王慈欣接受澎湃新聞專訪，闡釋她眼中
的中美校園及家庭教育差異。她表示：“若家長
一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
成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

“但過度表揚也會產生問題”。
中美教育差異：中國式批評VS美國式表揚

王慈欣持有美國心理學行業執照（Licensed
Psychologist），其目前研究主要包括欺負行為、
青少年心理健康、學校教育以及親子互動。因其
自身的成長背景，王慈欣對於華裔父母的教育
方式深感興趣。出生在中國的她還記得一年級
時考試得了99分，但母親卻批評她沒有得滿分。
如今她已身為人母，對孩子的教育有了更多的
思考。
大班教學和小班教學各有利弊

王慈欣在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做了一
場名為《學生欺負行為和老師教育方式：中美對
比》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她提到比起美國學
生，中國學生更喜愛學校，無論同學關係還是師
生關係也都比美國學生親近。“中國學生會更認
為校園規矩是公平的，事實上他們的問題行為，
如打架、欺負同學等也確實比美國學生少。”

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有研究顯示中國老師
更容易營造一種積極的相處氛圍。相比美國，中
國有更多的大班教學，也少有走班制，這意味著
上課時間更緊湊、中國學生更能集中注意力，老
師也能和學生有更長的相處和瞭解時間。“不能
說小班教學就一定比大班教學好，只能說各有
優劣，存在差異。”

又比如，中國的老師們經常說“同學們都要積

極舉手發言”、“同學們排好隊”、“同
學們不要吵”等。“在問題行為發生前
，中國老師就會提醒學生了。”王慈欣
說，相比澳大利亞、以色列、美國學生
，中國學生認為老師運用了更多的提
醒、表揚和獎勵機制。

另一方面，“學生被老師趕出課堂”
或“被學校暫時開除”的現象在美國
學校十分常見，每年大約有3百萬人。

“在中國的數量暫時不得而知，然而
大多數亞洲教師認為學校開除學生
是不可取的。”王慈欣告訴澎湃新聞，
她認為這種校園教育的差異和中美
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中國強調集體
主義，重視相互關聯，而不鼓勵攻擊
行為，所以中國學生比起美國較少有
暴力；中國傳統文化也講自省與尊師
，所以中國學生會比較‘聽話’。開除
現象也就少了。”

不過，王慈欣也強調並不能因此說
明中國的校園教育要比美國成功。

“因為教育的成功還要看學生成績、
心理健康、行為表現、創意等方方面
面。”對於現在不少中國父母急於將
孩子送出國讀書，她認為一是因為國際化的緣
故，二是國外教育的衡量標準更多元化，類似

“學習成績”這樣的競爭不會像中國那麼激烈。
家庭教育：中美都不能只有“虎媽”

2011 年，耶魯大學華裔法學教授蔡美兒的一
本《虎媽的戰歌》曾引起人們關於中美教育方法
的大討論。書裡介紹了她如何以“中國式”教育

方法管教兩個女兒：罵女兒垃圾、要求每科成績
拿A、不准看電視、琴練不好就不准吃飯等。然而
女兒確實也“不負期望”：從跨進學校大門的第
一個學期開始就保持著門門功課皆“A”的全優
紀錄；姐姐14歲就把鋼琴彈到了卡內基音樂大
廳，妹妹年僅12歲就坐上了耶魯青年管弦樂團
首席小提琴手的頭把交椅。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對孩

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實這
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的家
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到一
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有虎
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並不
好。
“其實很多人只看到了虎媽（指蔡美兒）

對孩子的高要求、嚴懲罰，並沒有關注到其
實這個家庭裡還有一個美國白人父親，他們
的家庭教育亦有鼓勵和表揚，應該說努力達
到一種平衡。”王慈欣認為，若家庭教育中僅
有虎媽式的“高壓管教、缺少鼓勵”，對子女
並不好。

有研究表明美國家庭中亞裔父母要比白
人父母更多批評、更高要求、更少表揚。“因
為中國文化強調為人謙虛，但美國文化強調
張揚自我以獲得關注。所以一般美國家庭更
傾向于表揚孩子。”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對待
孩子，美國人就是隨意“放養”，中國人則是
嚴格“圈養”。王慈欣則認為“不一定”，因為
中美樣本中的個體差異依然很大。“也有個
案提到美國中部白人家庭對孩子十分嚴厲。
”

王慈欣補充，隨著受西化影響的中國年

輕一代也成為了父母，我們也不能將中國教育
與“高要求、嚴懲罰”直接畫上等號。但無論中國
還是美國的家庭教育，王慈欣都認為，“嚴格要
求”之外還要配合“支持和鼓勵”。“父母的鼓勵
和支持會帶給孩子正面的影響，反之，過於掌控
孩子和處罰孩子會帶來負面影響。”

前年 1 月，王慈欣在美國期刊《家庭問題》
（Family Issues）上發表研究論文《父母行為、兒童
憂鬱征狀和行為不當問題：中國青少年自尊心
與學校適應困難》。這份研究調查了589位來自
中國杭州的12歲到19歲高中生，以三項正面指
標（“支持”、“講理”、“關注”）和三項負面指標
（“溺愛”、“處罰”、“冷處理”）來評判孩子對父母
教育模式的感知及影響。王慈欣表示，若家長一
味處罰孩子，並沒有鼓勵和“講理”，就容易造成
孩子自尊心受傷、情緒抑鬱、問題行為增多。而
諸如“你做不好，我就不理你了”這類的“冷處理
”，對孩子亦有不良影響。
“此外今年我還發現，如果對孩子過度表揚，

反而會令男孩子的問題行為增多。”問題就是，
生活中的父母該如何把握“過度”？王慈欣告訴
澎湃新聞，現實確實比研究複雜多了，每個家庭
的教育模式都不可複製，即便是同一個家庭裡
的兩個孩子，都有性格、情緒上的差異，各自“最
適合”的教育模式也不相同。她表示，父母最好
的檢查辦法就是通過觀察孩子的行為表現，如
是否情緒低落、有否抑鬱傾向、有無問題行為等
，以及評估自己的教養方式是否有效來調整自
己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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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美國教育是什麼樣
美國教育一直被國際視為標杆和“神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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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完畫，中國孩子問“像不像”，美國孩子問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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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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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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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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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說來，創新教育從娃娃抓起，這是很值得
我們思考的問題。

美國教育的主要任務是發現孩子的短處，並
竭力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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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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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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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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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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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根本素質不是分數能考量的
美國教育界普遍認同的另一個教育觀就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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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紐約
史 蒂 文 斯 中
學張校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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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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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科最難，鼓勵孩子的挑戰精神
美國教育鼓勵孩子們的挑戰精神。孩子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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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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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問過到美國就讀的中國孩子，你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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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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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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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道：“錢學森之問”
在很多方面，我們都主張向美國學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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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問一
在1900~2001年諾貝爾科技、經濟獎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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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實”而重大創新貧乏？差距為何如此之大？差
距的根源在哪兒？

疑問二
有人統計了1999~2001年世界3所一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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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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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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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美國見聞與中國現實
現象一
美國知名大學間競爭激烈的表現之一，就

是看誰能給既貧寒又優秀的學生提供最優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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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但獎學金也越多，進名校即意味著享受免費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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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二
美國一私立高中占地 300 多畝，容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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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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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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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三
美國基礎教育階段課程設置由學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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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是什麼讓美國教育贏在終點

把學生看作資產而非產品或顧客
對比中美兩國的教育思想和著眼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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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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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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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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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個性化選擇的精英教育
早聽說美國的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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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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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是如何擴大辦學規模，因為它們是靠學費
生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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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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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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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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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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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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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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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这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9 月 28 日，北京展览馆内人潮涌
动。来自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名海外侨胞在这里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步入70年时光隧道，脑海深处的
记忆翻涌而来，74岁的美国纽约温州
同乡会荣誉会长黄根弟热泪盈眶。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我在上海法
租界出生。那时，外国人高高在上。
我的父母给他们做佣人，生活很苦。4
岁时我回到家乡温州，吃不饱饭是经
常的事。”他动情地说，“新中国的成
立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民真正站起
来了。看着五星红旗照耀下的共和国
一路进步，一路发展，国力越来越
强，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我为祖
国骄傲！”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伴随着第一
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古老沧桑的中
华民族，久经风雨的中华大地，开始
迸发出空前的活力。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
发展中国。”78 岁的旅荷华侨总会永
远名誉会长胡志光坚定地说。“新中国
刚刚成立时，我们的内外环境都很险
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开
始探索自己的道路，闯过一个又一个难
关。我们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社
会主义改造、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等。”

当看到展区内的新中国第一辆解
放牌汽车时，瑞士瑞中文化艺术交流
协会会长赵元停下脚步，兴致勃勃和
同行的朋友讨论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
拖拉机都造不出来。我刚出国时，在
国外航班上看到外国乘客拒绝中国生
产的饮用水，心里特别难受。”赵元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过 70 年的发
展，中国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
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
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制造业大国。

‘中国制造’更是成为品质的保证。”
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第一批国

产汽车下线、第一台拖拉机生产成功
……一个个“新中国第一”，讲述着一
个个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尼日利亚
华助中心主席陈光感慨道：“70 年在
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
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这是
沧桑巨变、换了人间的70年。中国人

民展现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
气概，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新生，也是一个
民族的新生。”

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如此惊人的
历史性飞跃？许多海外侨胞给出了这
样的答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暨东部非洲中国总商会主席韩军表
示，中国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中国共产
党带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奋力拼搏
铸就的。在70年的奋斗历程中，一代
代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无私奉
献，写下了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壮
丽篇章。

富起来——

“伟大时代带来无限机遇”

1978 年，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生活的刘陈玉梅第
一次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改革开
放春潮涌动。刘陈玉梅用好奇又欣喜
的目光，观察着这片陌生又熟悉的故
土。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祖籍国将
为她从事国际贸易生意提供源源不断
的动力。

“不在中国买货，还能在哪里买
货？”如今担任中巴联合会名誉主席的
刘陈玉梅笑着告诉记者。“记得第一次
来中国时，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商
场里很多货柜都摆不满。随着中国改

革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中国商品逐
渐走向世界，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质
的飞跃。我们回国探亲也从‘带东西
回来’变为‘带东西回去’。”

“不可否认的是，走过 40 多年改
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中国已经是一个大
国、一个强国了。我无限感慨，无比高
兴。”刘陈玉梅说。

从特区到沿海城市，再到内陆地
区，多个开放地标崛起，一幅幅波澜
壮阔的改革开放图景在中国大地绘
就。随着中国逐渐向世界打开窗，敞
开门，海外华侨华人以更大的深度和
广度参与到祖 （籍） 国的发展建设
中。他们是“春天的故事”的阅读
者，更是讲述者。

1988年，胡镜平离开家乡温州来
到法国创业。起初，他在广东东莞采
购皮具，出口到欧洲、非洲等地。“上
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热潮，来法国旅游、经商和学习的
中国人越来越多。中法各领域合作关系
日益紧密，我做进出口贸易也更红火
了！”

2015年，胡镜平的事业迈上了新
台阶。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市中心歌剧
院大街、卢浮宫旁边，他收购了一家
免税店。“之前，这家免税店的客人主
要来自俄罗斯、泰国、日本、韩国等
地。如今，咱们中国人才是主力！”胡
镜平高兴地说，“我在国外生活、创业
30多年，见证了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
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人的脚步正走向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从事古典家具制造的斐济侨商陈

玉树也有同感。“企业的发展和祖国的
发展紧密相连。”陈玉树说，“改革开
放东风劲吹，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步走
向世界。工艺美术家们有了国际视野
和世界眼光。我在创作时能够更加自
信地将中国传统艺术元素融入到家具
设计中，把它们推向世界市场。”

如今，陈玉树在新加坡、澳大利
亚等多个国家设立了艺术中心，和全
球艺术家交流互鉴，让中国古典家具
艺术绽放世界舞台。“这是伟大的时代
带给我们的无限机遇。”陈玉树说。

强起来——

“21世纪属于中国”

这几年，澳大利亚昆士兰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秀华每次回到中
国，几乎都会选择高铁作为往来城市
之间的交通工具。一日千里的“中国
速度”让这位出国近20年的侨胞深感
自豪。更令她惊喜的是，她从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成就展上获知，中国自主
研发的磁悬浮列车，时速可达 600 公
里。“我特意在磁悬浮列车的模型前留
影为念，中国的发展速度正如一往无前
的高铁列车，让人震撼。”

进入新时代，“中国号”列车驶入
快车道。伴随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日
渐强大，日益自信。今日之中国，不仅是
中国之中国，更是世界之中国——这是
受访海外侨胞最深的感触。

2016年，在外贸领域打拼了30多
年的巴西华人协会荣誉会长叶碎永转
向新的领域。“我们的团队开始在巴西
几个大城市市中心的商业地带开商
场，定位是全面销售国货。中国近几
年的发展带给我更多自信和勇气！”叶
碎永言语间难掩兴奋。

旅美学者、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
研究员徐德清则惊叹于中国近年来迸
发的创新活力。“进入新时代以来，中
国在互联网及电子支付领域的成就令
人瞩目。如今，在许多发达国家，还
需使用信用卡或现金支付，而在中
国，一部手机就能解决不少问题。在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领
域，中国的发展水平也已处于世界前
列。中国将学习他国先进技术与自主
创新研发相融合，依托巨大市场，充
分激发民众追求新事物的热情和创造
力，展现出蓬勃朝气。”

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华人辛西
娅，是一名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三
代”。虽然不懂中文，但她依旧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成就展上看得入神。“从每
一张照片、每一个模型中，我都能感受
到中国各领域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年
来，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工业
水平、科技实力等都大幅提升。中国人
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让我非常看好
中国的发展前景。”

加拿大中华餐饮协会主席王文康
谈及家乡广东以及整个中国的发展变
化，难掩兴奋之情。“2019 年初公布
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振
奋人心。这个有着6000多万人口的区
域，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7 年前，顺应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浪潮，王文康将自己的事业版
图扩展到加拿大和美国，在海外开了
3家中餐馆。此后，“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让他将视线重新聚焦到中国。

“看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我们非常骄傲。未来，我在中
国国内、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投资
只增不减。”

谈及未来，工业打印机制造商、
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乾平踌
躇满志。“中国从产业链末端的‘世界
工厂’向自主创新的‘中国智造’转
变，我要紧跟国家发展脚步，从‘走
出去’向‘走进去’、‘走上去’迈
进，以工匠精神擦亮中国自主品牌。”

5 年前，一位斯洛伐克编剧的感
慨让斯洛伐克—中国教育文化交流协
会会长卢荣玉记忆至今：“这位编剧在
多次访问中国后告诉我，他爱上了中
国，并看好中国的未来，他相信21世
纪属于中国。”

新中国沧桑巨变令海外侨胞自豪新中国沧桑巨变令海外侨胞自豪

一路披荆斩棘，一路高歌前行，共和国走过七十载春华秋实。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后的奋起直追，再到新时代阔步迈向民族复兴，海外华侨华人见证了祖（籍）国翻天覆地的

沧桑巨变，也分享着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荣光。自豪与自信，感动与感慨，千言万语汇聚成一曲深情的赞歌，流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参加国庆观礼的海外侨胞，听他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讲述和共和国携手走过的难忘岁月。

9月28日，海外侨胞参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都流出一首赞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嘉宝李嘉宝 严严 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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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可能宜居的

星球上的条件。在覆盖着广阔海洋的

行星上，生命可以以类似海洋环境居

民的水生生物的形式存在。在一个有

着强大的引力和稠密的大气层的世界

里，可能存在着体型巨大、力量强大

和极有可能具有攻击性的生物(由于

生活条件恶劣)。在冰冷的世界里，

也许只有细菌才有可能存活，为了生

存，它们可能正在形成巨大的生命网

络。

碳沙文主义

这个术语是一个假设的结果，即

外星生命，如果它存在，必须类似于

地球的生命形式，特别是负责生命代

谢化学过程的基本分子主要由碳表示

。很明显，这种生命形式是与我们最

相近的，因此地球人很难想象另一种

不同的生物化学，我们不会试图改变

这些传统观点。

“碳沙文主义”限制了我们对其

他生命形式的想象，但当然，这并不

妨碍我们说，类似地球的生命形式不

存在于宇宙的其他地方。

奥蕾莉亚与蓝月亮

这是电视蓝波制作有限公司和一

个由美国和英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合

作的一个项目，由国家地理频道赞助

。奥蕾莉亚和蓝月亮代表了一颗行星

及其卫星的假想例子，它们可能是外

星生命的家园。

科学家们表示，像奥蕾莉亚这

样的行星也许会在大约 10 年内被

发现。这颗行星极有可能围绕一颗

红矮星旋转，毕竟，这些恒星是最

常见的 (占所有恒星的 80%)，而且

离地球相对较近(50 光年远)(要探测

距离更远的行星，我们需要使用更

强大的望远镜，而目前还无法建造

这种望远镜)。红矮星是较冷的恒

星，它们产生的光还不到太阳的十

分之一。

这是一颗红矮星，在它的周围，

我们有一个类似地球的旋转行星，叫

做奥蕾莉亚。液态水是碳生命形式在

其表面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属性，为了

让液态水存在，这颗行星必须离它的

恒星足够近，甚至比我们的行星还要

近得多。我们知道，红矮星比太阳冷

得多，因此，在强大的引力作用下，

这颗行星不会绕着它的轴旋转，而是

总是朝着它的主恒星的一侧旋转。因

此，它将无法呈现昼夜变化或季节变

化。

以前人们认为，围绕红矮星旋转

的行星不可能存在生命形式，因为行

星的一半会让大气冻结，另一半会让

大气蒸发。

但是，英国气象局(英国国家气

象局)的科学家利用地球上的天气模

型表明，液态水可以存在于一颗不围

绕地轴旋转、位于红矮星附近的行星

上。

奥蕾莉亚黑暗的那一半没有亮度

，温度也不可能升到零度以上，这些

都是非常不利于生命存在的条件。根

据气象模型，被照亮的那一半有一个

永久的巨大气旋，飓风和暴雨不停地

发生。不过，有可能在黑暗和风暴之

间存在一个气候更温暖和稳定的地区

，在这里，根据科学家的说法，生命

是非常可能存在的。

在暴雨区形成的河流，会向这个

方向流动，所以有大量的水库。这里

会出现什么样的生命形式?

如果我们假设奥蕾莉亚的大致年

龄是 50 亿年，那么它可能是以下几

种生命形式的家园。其中最主要的是

刺扇，这些奇怪的生物看起来像植物

，但它们实际上是会捕捉阳光的动物

。他们正在为太阳下的一个地方而战

，那就是红矮星。它们的行星不能旋

转，所以它们自己移动寻找更好的位

置。刺扇的高度可达 10 米，它们的

翅膀向太阳伸展，以获得产生糖的能

量，它们那设计简单的心脏通过身体

运输营养。你不相信他们能吗?想想

地球上类似的生命形式:珊瑚、水母

和一些贝类。它们也利用其他的生命

形式生活;它们的俘虏进行光合作用

并产生必要的能量，这就是所谓的共

生。

据世界顶尖生物学家和生物力

学专家称，奥蕾莉亚的生命将取决

于刺扇。但是还有其他的生命形式

，例如，狗牙根属（Cynodon）的物

种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者，它们能

长到 4.5 米高，和一头水牛一样重。

狗牙根属物种在身体结构上与动物

完全相似。

参与该项目的科学家们认为，

“奥蕾莉亚”生物很可能遵循与地球

生物相似的生物学规律。因此，奥氏

生命体有五种感官和相应的器官是合

乎逻辑的:眼睛、耳朵、鼻子、皮肤

和味觉传感器，所有这些器官都必须

位于身体的前部，因为环境是由动物

从前部感知的。这些生物拥有尽可能

靠近传感器的大脑或某种类型的计算

中心也是很常见的，长脖子能让身体

保持静止，而身体的这一部分会移动

去寻找猎物。肠道占据了很多空间，

但它们必须被包含在一个稳定的位置

，比如脚。腿也必须足够长才能快速

追赶猎物。

地球上的生物也选择了同样的适

应方式。游泳或移动的方式并不多，

在数百万年的过程中，生物也采用了

类似的移动方式。据科学家说，在其

他行星上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同

样的进化过程也能在奥蕾莉亚创造生

命形式。

一些主要专家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对象是蓝月亮，它是一颗虚构的类木

行星的天然卫星，几乎完全被水覆盖

，大气密度非常大。这些条件使科学

家们能够提出，在这颗卫星上存在着

与鲸鱼大小相当的飞行生物。

蓝月亮的大小应该与地球相当，

但根据模型，它的表面大气压力是地

球的三倍。它与月球相关的一个特征

是没有极地冰盖，稠密的大气和海洋

表面减少了温度的波动。

从理论上讲，大气中过量的氧气

会导致翼展达到 10 米的飞行鲸的肌

肉力量增加，数十亿的浮游藻类和苔

藓漂浮在这片“空气”中，它们是飞

行鲸的食物来源。

无碳的生命形式

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生命形式由

碳、氧、磷和硫组成，但在2010年，

科学家们发现了不需要氧的生物体。

根据另一种生物化学方法，最有

可能扮演构建结构原子角色的候选者

是硅，它的性质类似于碳，但是硅原

子有更大的质量和半径，它们以更复

杂的方式形成双或三共价键，这可能

会阻止生物聚合物(包括生物体的聚

合物)的形成。尽管关于外星非碳生

命存在的主要假设是基于硅，但这种

生命的种类可能比碳生命少得多。这

是因为硅化合物可能没有碳化合物那

么多样化，但如果是这样，那么硅生

命形式可能与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非

常不同，因此我们几乎没有机会去推

测“硅”外星生命形式可能是什么样

子。

如果有外星生命存在，它们
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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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NancyBNancyB 養狗和養娃差不
多：噓寒問暖，求
醫問藥，上課學習

，回家亂鬧，吃喝拉撒，一樣不少。所以周末要出去遛娃
，娃上學了還要去遛狗。否則，不遛娃，家裡遭殃；不遛
狗，院子遭殃。比如，這特意給它買的漂亮舒服價格不菲
的墊子，怎麼就入不了它的狗眼，總是趁我不注意就從籠
子裡拽出來拖到草地上狂撕爛咬一番才算滿意。不喜歡卻
又撕咬完躺在殘破的墊子上四仰八叉的呼呼大睡，這是對
墊子怎樣的愛恨情仇？狗的柔情我永遠不懂。

一大早天氣陰沉，伺候完孩子們吃飯上學，就全副武
裝帶著狗娃去公園跑步。我的遛狗繩功能非常強大。一邊
是帶鬆緊有掛鉤和手環的leash，不用時繩子可以掛在腰
間很是神氣。另一邊還有個掛環可以掛poo poo bag，方
便隨時清理它的便便。中間有幾個小袋子可以分別裝手機
，鑰匙包，消毒紙巾和一瓶水。雖然跑起來感覺腰間環佩
叮噹很是熱鬧，可我喜歡這種渾身法寶帶狗出巡的感覺。

陰天並不影響我們晨練的心情，其實暗暗的倒有些喜
歡這種天氣。不曬不熱，冷了狂奔一通，熱了坐下小憩一
下喝點水看看風景。一隻孤單的白鷺臨湖而立望著遠方，
似乎並沒有註意我們的到來。我悄悄靠近想給它照張更大
的側寫，白鷺卻頭也不回一個踏波展翅，翩然飛到湖對岸

去了，只剩我們一人一狗望著它美麗的背影發呆。
圍著湖跑了一圈又看到了一對天鵝夫婦，有了天鵝的

水面，即使並不清澈蔚藍，即使枯枝錯落，即使沒有藍天
白雲的倒影，也會被這優雅非凡的生物點綴得如童話般夢
幻。望著它們心都靜了，誰能忍心去驚擾它們的天鵝湖？

其實風景到處都有，不必非要去遠方的森林湖泊高山
草原，家門口的公園裡就有一片世外桃源。

作小令【卜算子】一首，以記之。
左握晃金繩，
右掛乾坤袋，
未入仙家混世生，
何懼妖魔怪。
神犬嘯天沖，
白鷺翩然態，
佳偶天鵝自在遊，
心落紅塵外。

公園旁竟然偶遇蜘蛛精，和它打個招呼拍照存底，提
醒它膽敢害人我就用乾坤袋收了你。

【【卜算子卜算子】】～遛狗～遛狗

炒菜用色拉油好还是大豆油好？猪

油最好。

有什么事情让你想起来就热泪盈眶

？一大碗热腾腾的猪油捞饭。

葱油面里那些浸满油的糊葱才是最

好吃的！最重要的是猪油呢。

家里只剩一个鸡蛋怎么办？有猪油

就行。油下锅，等热得冒烟，蛋和鱼露

调好打发，倒入，即起，让余热炒熟，

数秒即成。

最无稽的一条健康建议是甚么

？——别吃猪油。“在英国，最高贵的

淑女糕点Lady Cake也用大量猪油，法

国人的小酒吧中，有猪油渣送酒。墨西

哥的菜市场里，有一张张的炸猪皮。”

俨然一个猪油狂魔。

猪油的众多标签里，“香”这个虚

头巴脑的词是被频繁提及的，学术点的

解释是“源于一些微量的特殊蛋白质和

甘油酯的分解产物”。当然猪油这种食

之恩物，并不需要解释什么，蔡生这样

的老饗懂，大江南北普通老百姓的餐桌

上，也都能找出这么一道闪闪发光的猪

油料理来。

东北的酸菜饺子、萝卜丝包子，馅

料里就用了油梭子，“油梭子“是东北

人对猪油渣的叫法，酸菜、萝卜切丝，

油梭子切碎，拌在一起，弥香而脆，也

不会抢了主料的风头。老北京人吃炸酱

面，最常见的是猪油炸酱，张北海在

《侠隐》里写李天然刚回北京那会，在

街上晃荡，看到的吃食里首当其冲的就

是“巴掌大的猪油葱饼”。

沪上的八宝饭、宁波的汤团、酱油

馄饨之类，也都少不了猪油，面团、馅

料加上一小撮，口感丰腴得多。两湖人

民喜欢用猪油炒菜，菜苔、藕片猪油润

过，带点儿脂香，恰能抛砖引玉，更好

地衬托蔬菜的清甜，当中若还能吃到一

两粒猪油渣儿，就是这顿饭的彩蛋了。

广东人蒸鱼，除了葱花、姜丝和生

抽提香外，老馆子的行家表示，最好猪

油网裹了蒸，最不济出锅时也要淋上点

熟猪油。这里简单科普下，一般来说，

我们去菜场买肉做猪油，不特别说明的

话，老板给的都是猪板油，也就是猪腹

部那一圈条状的肥膘肉，出油量大，还

快。

而猪网油则是猪肚内包围内脏器官

的一层薄膜，展开来看有点像网兜，肉

档老板一般都会把它混在猪板油里卖，

并不太受待见。但若裹在多宝鱼或者东

星斑上清蒸，动物性油脂渗入到白肉里

，人就好像坐到了江河边，闻到了新涨

的潮水气息。

大味至简，猪油和饭，有些人光听

到这两词儿组合在一起，就泛起了原始

的饿意。台湾的古早味肉燥饭，炸得酥

脆的红葱头和猪油、肉丁加料一起煸炒

，出锅时还有胶质黏着之感，妥妥的米

饭杀手。

港人念念不忘的一道猪油捞饭，刚

出锅的米饭加上一勺猪油一勺酱油，即

刻点石成金，再撒一两粒油渣和葱花，

就更讨彩了。如今香港元朗的大荣华酒

楼、北角的粗菜馆里，都有这么一道捞

饭镇场，自家做的话也简单，蔡生给出

的最佳组合是：五常的米，老恒河的酱

油，再加上自家熬的猪油，如此可把忧

愁丢开，至少快活个二十四小时。

总的来说，猪油还是南方吃得多，

花样也多一些，听老知青们讲起以前春

耕前回农村的时候，“北京知青会带着

一大瓶炸好的黄酱，上海知青则是一大

罐猪油” 。

猪油当道，到底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横向梳理了猪油料理后，我们再纵向

来看，猪油的时间线也很有意思。

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猪油就是

案头的白月光，饭菜里能加上一小拇指

大，最后能化成一肚子的柔情蜜意。香

港的猪油捞饭便是旧时光的产物，大陆

这端，则更为窘迫，维持着最低的供应

，缺油少盐，食用油每人每月只有一两

，且都是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的素油，

供销社每次熬猪油，全街人都仰着脖子

走路。那时肥肉比瘦肉受欢迎得多，因

为肥肉能熬油，正好可以用来补贴食用

油的捉襟见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情况略有好转

，一份1982年的北方旧报纸显示，春节

期间每人食用油有近一斤的配额，其中

花生油四两、香油一两和菜籽油半斤，

仍不见猪油踪迹。

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就幸福得多，

人人记忆里都有一段熬猪油的片段。市

场上买来块新鲜的猪板油，或者猪背部

的肥膘肉，切成小方丁下锅，倒一小碗

水，让它慢慢地熬，等到水蒸发完了，

这油基本就熬好了。用滤勺往吃完的水

果罐头广口瓶里盛，最后就剩一堆副产

品的猪油渣了。刚出锅时，“咔嚓咔嚓

”般酥脆，小孩子家光是闻到，就跟巴

浦洛夫的狗一样，条件反射地分泌起了

唾液。撒点椒盐、蘸点白糖，再难哄的

小孩都能立马服帖，大人们用来佐粥下

酒，同样也是心头好。

到了千禧年这一代，猪油基本就隐

匿不见了，味觉上的断层由此显现。普

通人家里，花生油、菜籽油摆了一溜儿

，稍洋派些的，常备的是橄榄油、椰子

油之类，或者黄油。有年轻人回到祖父

母辈们住处，给做了碗猪油挂面，还加

了荷包蛋，硬是吃不惯。人的饮食习惯

，一直有个“初恋滋味”作祟，比如妈

妈的食谱，成长环境的吃食，以及各种

食物的初体验，很可惜，猪油没被写进

这一代人的味觉基因里。

馋人唐鲁孙曾做过一番研究，解释

了早起猪油被弃之的缘由。“最早德国

医院、法国医院两名名医狄波尔、克礼

极力提倡他们的病人吃香油或花生油，

不要吃动物油，后来协和医院开业后，

院里大小大夫众口一词，认为凡是动脉

硬化、胆固醇浓厚、血管栓塞、身体过

胖的病人，十之八九是吃猪油太多所造

成的。劝病人以后不吃动物油，改吃植

物性的油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猪油开始被全民抵制。

《普罗旺斯的一年》作者、英国作

家彼得· 梅尔有段话放在这里甚为贴切

：说来很奇怪。我们生存的这个年代，

一般人对自个儿身体的关心，已到了偏

执的边缘了……人的味觉却沦为二等公

民，味蕾形如濒临绝种的生物。

一个朋友在杭州被当地食家带去一

家高档馆子，鲍鱼鱼翅不对路，杭帮菜

也欠点火候，末了央求一碗猪油拌面，

店家却回应说，我们餐厅的客人讲究健

康，已经不用猪油了。

先生急中生智，叫了一碗普通拌面

和一块东坡肉。上桌之后，肥肉弃之，

将上面厚厚一层油脂浇在拌面上，“不

就是一碗好的猪油拌面吗？”

如今这年头，吃个猪油都要斗智斗

勇。

好在还有点心店，好吃的点心，多

半看着素，其实必定荤。像潮式的酥皮

月饼、江南的红豆糕、老北京的饽饽都

有用到猪油，概因猪油起酥效果好，能

做到一层一层分明，且口感酥脆。甚至

国外的俄罗斯的软糖、英国的约克郡布

丁也有以猪油入馔，它像是万花筒里的

那块亮片，小小一片，却呈现出了万种

美味奇观。现在北京一家著名的连锁蛋

糕店里，有款糯米馅儿的老婆饼，一出

炉就被抢购一空，也是加了猪油在里面

，酥皮、糯米口口腴润滑厚，好吃的东

西都是直觉先行。

猪油之外，花生油炒菜也香，芝麻

油凉拌或者调火锅底料绝佳，如果拌沙

拉或者做意大利面，橄榄油最好不过了

。

说到底，吃终究是件极其私人的事

，但什么时候用猪油，什么时候用素油

，从古至今都是食物界的迷思之一。美

食界KOL鼻祖袁子才，虽不怎么下厨，

但遇到好吃的都会拿小本本记下做法，

如此吃过上千多道菜后总结出一个金科

玉律：素菜荤油，荤菜素油。

大体在理，像笋一般就用猪油，

代表性的猪油渣焖笋，就是让油脂从

油渣转到笋上，如此笋的涩味尽除，

植物纤维被动物脂肪激发，也变得肉

感起来。美食孤岛的潮汕，炒芥蓝、

春菜时，都是猛火加猪油爆炒，他们

有句老话“猛火、厚朥、香初汤”，

厚朥就是要用大量猪油，猪油的醇厚

鲜香，能带出芥蓝春菜的爽脆清甜，

从而叫人生出一种全新的蔬菜观来。

再者麦当劳里，炸鸡腿鸡翼用的也都

是素油，前几年是油棕的棕榈油，现

在为葵花籽和油菜籽配方的混合油，

官方解释说不仅反式脂肪酸低，成色

好，而且口感也平衡。

但当我分别用猪油和花生油煎过一

条黄鱼后，还是果断选择了前者，有些

东西，你不应该要求它们长出漂亮的叶

子和花来，因为它们是根，这里，猪油

的“香”就是根。政治不正确就不正确

吧，三高就三高吧，我可以赋予它新的

含义：高脂肪、高胆固醇和自个高兴，

当然最后一条最重要。

猪油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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