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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11651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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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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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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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城精巧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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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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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70124_4分之1版繁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是以房地產業起家的，
上任後在此領域可能會有一些動作。川普致力
提升美國本土利益，包括增加就業機會等之面
向，大家對他的期待是整體全面的，2017-2020
年房地產市場應該是實際的走强。

吳程遠表示，現階段包括聯准會的升息及
小額貸款額度提升，會增加消費者的信心。同時
，原來依賴海外或大陸買者的市場觀念已經改

變，很多內需的增長還會讓
美國房地產市場及消費者信
心逐漸增加。

他分析，川普就任對美
國房地產不會是負面影響，
可預期未來駐外工廠慢慢移
回美國後增加就業機會。這
種預期心理會促使大家購屋
，而回流產業人士也會置產，
如此可能造成房屋供不應求
，加 上 聯 准 會 升 息，因 此
2017-2020年房市走强。

2017年上半年，成交量應該會增加
預期本地買主會有購買力，甚至可以取代

部分來自海外的買主。由于醫保制度即將革新，
因而對于中產階級而言，可以减少負擔，房地產
將是他們的重要投資標的。

雖然目前房價往上，但已經走强到稍有反
壓的地步。然而，過去很多的溺水屋已獲得接手

，可預見未來房地產市場健全化，升值潛力還是
存在的。

如此，購屋者還是會考慮學區、周邊環境、
居住者教育程度及消費能力年收入等方面；同
時考慮升值的預期。

現在許多負面因素幾乎完全烟消雲散，以
南加而言，未來購屋潮將不只來自華人；同時，
選擇地區除上述因素外，人們將樂于購買具有
美國本土元素的區塊。

中國人素來就有“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因
而對EB5投資移民項目趨之若鶩。成功留在美
國後，又成
為美國新的
投資者、消
費者和納稅
人，這些人
都具有購買
房地產的潛
力。文章來
源：網絡

美國房市持續走强美國房市持續走强
不參與就後悔不參與就後悔不參與就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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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屋均價從9月以來已超越2006年7
月創下的最高紀錄，美國人住房支付能力變得

越來越難，那麼租房情况又如何呢？
據商業內幕報道，周二標準普爾公布，今年

10 月 標 普/凱 斯 席 勒 （S&P/
Case-Shiller）全美房屋價格指數同
比增長5.6%，較9月5.4%的增速進
一步擴大。今年9月全美房屋均價就
已超越2006年7月創下的最高紀錄(
見圖一)。

不僅全國房價整體上漲，美國
主要城市房價也繼續加快上漲。10
月標普/凱斯席勒20座美國大城市
房價指數同比增長5.1%，9月增速為

5%。其中西雅圖、波特蘭和丹佛三市的房價同

比增速再度創新高。
在這種情况下，更多的美國人不得不選擇

租房而放弃買房。有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中，
近900萬美國人成為新租戶，這些人大部分生
活在大城市中。

圖二反映了美國1990年至2015年租房與
買房人數的變化情况。

不過，租戶們發現，如今租房也不是一件容
易事了。Zillow最新數據顯示，在全國範圍內，與
2015年相比，租金中位數增長了2.2%，而下面這
12個城市是租金漲幅最大的。

圖一 9月全美房屋均價就已超越2006年7月創下的最高紀錄

圖二 美國1990年至2015年租房與買房人數的變化情况

I/房地產專日/170117A簡 房地產現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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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再創新高美國房價再創新高不買房租房行嗎不買房租房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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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12. 達拉斯 - 沃思堡，得克薩斯州（Dal-
las-Fort Worth, Texas）

租金中位數：$1,543
同比增長：4.0%

11. 河濱市，加州（Riverside, California
）

租金中位數：$1,738
同比增長：4.0%

10. 聖荷西，加州（San Jose, California
）

租金中位數：$3,520
同比增長：4.5%

9. 洛杉磯，加州（Los Angeles, Califor-
nia）

租金中位數：$2,585
同比增長：4.7%

8. 勞德代爾堡，佛羅裏達州（Fort Lau-
derdale, Florida）

租金中位數：$1,887
同比增長：4.8%

7. 鳳凰城，亞利桑那州（Phoenix, Ari-
zona）

租金中位數：$1,298
同比增長：4.8%

6. 聖地亞哥，加州（San Diego, Califor-
nia）

租金中位數：$2,424
同比增長：5.0%

5. 丹佛，科羅拉多州（Denver, Colorado
）

租金中位數：$2,013
同比增長：5.1%

4. 薩克拉門托，加州（Sacramento, Cal-
ifornia）

租金中位數：$1,675
同比增長：5.6%

3. 舊金山，加州（San Fran-
cisco, California）

租金中位數：$3,407
同比增長：6.2%

2. 波特蘭，俄勒岡州（Portland, Oregon
）

租金中位數：$1,772
同比增長：8.2%

1. 西雅圖，華盛頓州（Seattle, Wash-
ington）

租金中位數：$2,052
同比增長：9.9%
(取材網路)

美國房價再創新高美國房價再創新高不買房租房行嗎不買房租房行嗎？？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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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購房與中國購房的最大不同是美國房子購買後還有兩
大費用，稅費和房屋維護費。大部分人士對于購房流程和需要繳
納的費用有所瞭解，但是對購房後續的長期支出知之甚少。

房地產稅(Property Tax)
是地方針對房地產徵收的郡稅、市或州稅的總稱。美國地產

稅的稅率是由各個州政府決定的，也就是說，美國的稅率都是不
同的。一般實際所需繳納的稅額在1%-3%之間，爾灣各個小區
的稅率也有不同，一般舊區比新區的稅低，舊區如Northwood或
Woodbridge小區的地產稅在1.1%左右，而新區因為有附加稅
(Mello-Roos)，如Quail Hill小區的地產稅在1.3%左右，新樓盤的
稅就更高了，因為新樓盤附近要蓋學校、公園、娛樂設施等，需要
更多的經費來完成。爾灣今年新開盤的Beacon Park小區附加
稅在5000到6000美元之間，總稅率在房價的1.8%-1.9%。

房屋保險(Home Insurance)
房屋保險的作用是在房屋受到火災、洪水、雷擊等意外事故

而導致受損，如果屋主購買了房屋保險，一般能獲得20萬美元
的保費。如果是商用房，該保險還可以保護租金損失。除了房屋
保險，其實還應購買地震保險。該保險主要包括地震、戰爭、核能
意外、洪水災害等，通常不被包括在大多數的保險條款之內。

由于加州是地震多發區，在加州購房，地震保險費用相對較
高，地震險的費用往往比火險的費用高出一倍，房屋保險由于保
險條款不同而不同，保費一般在500到900之間。

通常貸款買的房子房屋保險一般火險是必須要購買的，而
地震險是可以選擇不買的，而大部分屋主也是購買火險而不是
地震險，畢竟在乾燥的加州，火災的發生頻率還是遠遠大于大地
震的頻率。

物業費(Homeowner’s
Association Fee)

美國的房屋主要分獨立屋(Single
Family Residence)和聯排(Townhouse/
Condo)，聯排大多統一規劃在一個小區
中，居民每月需要交一定比例的物業費
，該費用是用來支付和維護小區公共設
施，如路燈、草坪、公園、游泳池等。住聯
排的屋主比較省心，除了房子是自有的
，外部所有設施都是由專業的物業管理
公司來清潔維護的，自己只需每月交費
就可以了。當然了，物業管理公司也會
有很多規章制度需要遵守，如屋主不能隨意油漆外墻，不能隨意
安裝節能設備，必須要得到物業公司的批准等。爾灣大多小區都
有物業費，獨立屋的物業費較低，一般在100到200之間，而聯排
的物業費在300到400之間。Woodbridge小區的物業費在400/
月，因為小區靠近南湖和北湖，該區有2個物業管理公司，1個管
理公共區域的維護及草坪整理工作，另外1個負責游泳池及南
北湖的維護工作。

出租管理費
如果投資房產是用來出租，一般是由專業的物業管理公司

管理。管理費的計算方式是：8%-10%的租價加第一個月的租金
。當然，不同的公司收費也不同。

房屋出售稅費
在美國房屋銷售稅是由賣家負責繳納的，也就是由投資人

繳納。投資人遇到合適的買家，決定出售房屋時就會涉及到房屋
銷售稅。房屋銷售稅是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聯邦稅費，一部
分是州稅費。就拿加州來說，投資人如果出售房屋需要向聯邦繳
納房屋總售價的10%的稅費，需要向州繳納房屋總售價的3.3%
的稅費。

如果是自住的房子，並且屋主在過去的五年內住在該房屋
內滿兩年，那麼每人有最多25萬的收益可以不用繳稅，夫妻兩
人的免稅額在50萬美元內。舉例來說，一對夫妻在2000年花
100萬買了一棟獨立屋，2005年賣房價格為130萬，那麼這30萬
美元的收益是不需要繳資本利得稅的。假設房價漲到160萬，那
超出的10萬美元仍需繳納利得稅。如果是投資房就不能用50萬
美元的免稅額，不過投資房可以做1031 Exchange來延遲繳稅，
屋主只需在賣房後的180天內重新買一棟同類型的房產且價格
不低于被賣掉的房產，就不需要繳納任何的利得稅了。(文章來
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107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購房後的後續費用美國購房後的後續費用

美國豪華公寓熱潮即將結束。專門追蹤美
國公寓市場的研究公司最新研究顯示，美國各
城市高檔物業的業主在2017年面臨嚴峻考驗，
由于豪華公寓的供過于求，業主可能不得不通
過降低租金，甚至是推出多達三個月的免費租
金來吸引租戶。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過去7年來，美國
公寓租金累計上漲超過26%，遠遠超過了通貨
膨脹和收入增長的幅度，但在接下來的2017年
，恐怕再也看不到這樣的高速增長，取而代之
的是“幾乎處處可見的、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租
賃環境”。

根據MPF在1月3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2016年美國公寓租金上漲3.8%，較2015年第
三季同比增長5.6%的高位大幅下降；全國每月
租金平均值為1,248美元。

MPF的副總裁帕森斯（Jay Parsons）預測，
2017年美國都市租賃市場的租金增長幅度很
少或根本不會增長。

帕森斯表示，租金增長放緩並非是因為需
求回落，而是新的公寓供應過多。根據MPF的

報告，2016年第四季度，租戶租賃的新公寓單
位超過5萬套，是前一年同期的六倍之多，但當
季完工的出租新公寓單位為8.8萬，是20世紀
80年代以來最高的供應量。

而且，近年來興建的出租公寓單位大多數
都是豪華公寓。根據房地產研究公司 CoStar
Group Inc.的數據，在54個美國大都市區，2015
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三季度期間完成的189,
100個多戶型出租單位中，84%屬於豪華公寓。

目前正在建設的公寓單位中，租房者每年
的年收入至少要達到75,000美元，以承擔其中
88%的公寓單元租金，相比之下，全美的出租公
寓單元中，大約有37%為這一檔次的豪華公寓。

根據房地產跟蹤研究公司Axiometrics的
數據，全美國超過378,000套新公寓預計將在
2017年完成，比20年平均水平高出35%；僅紐
約地區將在2017年就會推出30,000套新公寓，
是歷史平均水平的兩倍，大約其中的85%是豪
華公寓。

據Axiometrics公司估計，達拉斯預計2017
年將有近25,000套新公寓上市，幾乎是該地區

長期平均年供應量9,000套的三倍
之多；洛杉磯則預計將會有13,000
套新公寓上市，幾乎是歷史平均水
平的兩倍；納什維爾大約有8,500
套新公寓上市出租，是每年正常上
市量2,400套的三倍多。

由于供過于求，新物業的業主
正在想辦法將物業出租。如亞特蘭
大地產開發商SWH Partners在納
什維爾正在開發的五層樓豪華公
寓的租金，已經從每平方英尺2.25
美元降至每平方英尺2.10美元，相
當于一套1000平方英尺公寓的租
金降價了150美元/月，而且還提供
1－2個月的免費租金。

房東的壞消息是租戶的好消息。31歲的
廣告撰稿人蓋博（Benjamin Gable）最近在紐
約布魯克林時尚的Greenpoint社區租下一套
1.5臥室公寓。該公寓最初以2700美元挂牌出
租，六個星期都沒有租出去之後，業主將租金
降價至 2500 美元，然後蓋博又將價格壓到

2300美元/月。
大多數分析師預計，由于市場供應過多，

豪華公寓的建設將會在未來幾年放緩。而業主
卻相信，市場將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再度復蘇，
雖然不一定會回到2015年時的高峰，但至少穩
步增長的公寓（租賃）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可
能的，不過或許要等上幾年。(文章來源：網絡)

供過于求供過于求 美國豪華公寓美國豪華公寓20172017年榮景不再年榮景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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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海外房產買賣年海外房產買賣：：

時值辭舊迎新之際，人們對新的一年有很多憧憬和展望，其
中一些人可能計劃在今年買房子或賣房子。無論在住房上有何
打算，提前瞭解美國2017年的房市情況，有利于做出更好的判
斷和決定。

據 CBS 新聞報導，Zillow 首席經濟學家古德爾（Svenja
Gudell）表示，這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年，因為我們看到當選
總統特朗普將在住房方面實施的政策。在可負擔住房條例、憑證
以及聯邦住房管理局的工作方面，可能都會發生改變。

報導說，雖然在當選總統執政早期，房市政策很難預見，但
新的一年地產市場趨勢也有一些清晰的展望。

以下是古德爾和Realtor.com首席經濟學家斯默克（Jona-
than Smoke）介紹的今年房市9個預測。

1、千禧一代和嬰兒潮一代買房
古德爾和斯默克表示，隨著年長千禧一代進入30歲，許多

人開始安頓下來，購買房子。
斯默克說，許多因素促使這一代人決定開始買房。目前25

至34歲的年輕人有更多就業機會，工資正在上升，千禧一代也
達到考慮婚姻和生孩子的年齡。

斯默克表示，嬰兒潮一代中60多歲的人在達到退休年齡後
，也在考慮搬遷。他說：“在過去幾年裏，嬰兒潮一代參與住房市
場的數量減少。許多擁有房子的人不願意出售，要等到房價恢復
到可以彌補房市泡沫損失的價值。”

他表示，雖然相當多的人會搬到小一點的房子去住，以減少
花費；但也有人會換成更大的房子，因為他們有孩子和孫子，希

望孩子們來探訪。
斯默克補充說，許多退休人士並不會去傳統的退休熱門地

點，如亞利桑那州和佛羅裏達州，而是選擇更接近家庭的地方。

2、房價上漲但增速變緩
古德爾說，今年房價應該增長約3.6%，與2016年相比略有

下降，去年房價上漲了4.8%。
她說：“隨著市場從住房危機中恢復，一段時間以來，房價攀

升非常快。我們將在今年看到更加正常的漲幅，與我們在過去
50年左右所看到的一致。”

古德爾和斯默克均表示，這種房價上升放緩是市場復蘇的
必然結果，也標志著全國住房市場正常化。

3、更多人搬到郊區
古德爾表示，隨著房價持續上漲，更多買家將搬到郊區，以

尋找經濟適用房。
古德爾說：“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後，因城市房價比幾年前便

宜很多，人們搬回城市。但現在，人們仍想住在市中心附近，但他
們發現沒有足夠的、負擔得起的房源。”

因此，許多人必須在城市外圍尋找房價合適的房子安家。

4、新房會更貴
古德爾表示，新房總是會上漲，在2017年更是如此。“建築

行業的勞動力短缺迫使建築商提供更高工人工資。這些成本將
傳遞給買家。”

此外，當選總統川普的移民政策也可能使在建築行業工作
的移民更加短缺。

古德爾也說，目前很難得出確切的影響方面，因為川普政策
的細節也少。

5、千禧一代搬到中西部
雖然許多年輕人傳統上在大學畢業後喜歡前往東西海岸居

住，但現在越來越多千禧一代選擇在中西部定居和買房。
斯默克表示，Realtor.com預測千禧一代將定居在威斯康星

州麥迪遜、俄亥俄州哥倫布、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愛荷華州
的得梅因（Des Moines），以及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

他說，這並不是千禧一代喜歡搬到這些城市，千禧一代決定
留下來是因為他們想買房子。

斯默克說，這些地方靠近大型大學，提供高薪工作，一般來
說，年輕購房者可以負擔得起。

6、西海岸房價繼續上漲
斯默克表示，今年中西部房地產市場房價適宜，但在房價已

經很昂貴的西海岸，房價將繼續上漲。
他說：“從根本上說，在加州（特別是北加州）領導下，經濟衰

退結束後，重要就業增長地區一直延續到波特蘭、西雅圖、丹佛、
鳳凰城和圖森，大多數西部房地產市場的表現超過東部。”

斯默克表示，隨著就業增長，人口也會跟著增長，所以房屋
需求增加，超過市場庫存，從而導致房價更高。

7、城市靠近公交區域小型房密集發展
古德爾表示，許多城市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房屋）負擔

能力。“這些城市正在通過建造更小的房屋來解決這個問題，這
些房屋占用更少空間，因此可以建造更多房屋，並且開發公共運
輸，使人們不住在市中心也沒關係。”

8、租金負擔能力提高
專家預測租金將在今年更加負擔得起，這個預測令租客感

到高興。
古德爾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收入增長快于租金增長。”
古德爾說，Zillow預測，2017年的租金將上升約1.5%，部分

是由于供應增加。多家庭出租房正在興建，許多租房者與更多室
友分租，這兩個因素幫也助供應滿足租金需求。

9、抵押貸款利率將會上升
斯 默

克說，房屋
市 場 崩 潰
後，抵押貸
款 利 率 一
直 保 持 在
歷史新低。
然而，這一
切 這 終 于
開始改變。

房 貸
利 率 正 在
攀升，預計今年也會繼續。美聯儲報導，基準利率將在2017年上
調三次。

斯默克表示，不論是買方或賣方，如果今年打算進行房產交
易，需要加快行動步伐。他說：“房貸會隨著時間而上升，庫存則
不會改善，所以在冬天或早春行動比等待春末天或初夏更有利。
”(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114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市走向有美國房市走向有99個預測個預測

星期一 2017年1月23日 Monday, January 23, 2017



AA66美國生活

美國國家風土人情(上)

美國的全稱是美利堅合眾國，領土由
本土、位於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
半島和夏威夷群島三個部分所組成。
美國本土位於北美洲的中部，它北部
與加拿大交界。美國的總面積約為963
余萬平方公里，海岸線約長 22，680 公
里。美國的首都是華盛頓。美國的總人
口約3億。官方語言是英語。國慶日是
每年的7月4日。國旗為星條旗。由7條
紅色、6條白色共13道寬條組成，靠旗
杆一側的藍色長方形中50顆白色五角
星9排橫列。美國的國歌叫《星條旗永
不落》。美國的國花為玫瑰。美國的國
鳥是白頭鷹。
1．社交禮儀

美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具有下述
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隨和友善，容易接近。美國人
為人誠摯，樂觀大方，天性浪漫，好交
朋友。用中國人的話來講，美國人大概
屬於那種“自來熟”的類型。在交際場
合，他們喜歡主動跟別人打招呼，並且
樂於主動找人攀談。如果願意，美國人
是可以跟任何人交上朋友的。

在美國人看來，人緣好，善於結交朋
友，是取得個人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不願擴大自己的交際範圍，甚至拒絕
與他人接近的人，不僅個人心理上存
在問題，而且對交往對象以及其他所

接觸的人，也是不夠友好和尊重的。
第二，熱情開朗，不拘小節。在日常

生活中，美國人主張凡事講究實效，不
搞形式主義。他們不是不講究禮儀，而
是反對過分拘泥於禮儀，過分的矯揉
造作。
美國人的見面禮節，大約是世界上最
簡單不過的。在不瞭解對方的人看來，
簡直有怠慢他人、敷衍了事之嫌。

在一般情況下，同外人見面時，美國
人往往以點頭、微笑為禮，或者只是向
對方“嗨”上一聲作罷。不是特別正式
的場合，美國人甚至連國際上最為通
行的握手禮也略去不用了。若非親朋
好友，美國人一般不會主動與對方親
吻、擁抱。在商務往來中，他們尤其不
會這麼做。

在稱呼別人時，美國人極少使用全
稱。他們更喜歡對交往對象直呼其名，
以示雙方關係密切。若非官方的正式
交往，美國人一般不喜歡稱呼官銜，或
是以“閣下”相稱。對於能反映其成就
與地位的學銜、職稱，如“博士”、“教授
”、“律師”、“法官”、“醫生”等，他們卻
是樂於在人際交往中用作稱呼的。在
一般情況下，對於一位擁有博士學位
的美國議員而言，稱其為“博士”，會被
稱其為“議員”更受對方的歡迎。

第三，城府不深，喜歡幽默。普通的

美國人，大都比較樸實、直率。在待人
接物中，他們喜歡在符合禮儀的前提
下直來直去。對於“聽話聽聲、鑼鼓聽
音”之類的做法，他不僅不習慣，而且
還往往難於接受。與美國人打交道時，
表現得過於委婉、含蓄，或是有話不明
講，以旁敲側擊，巧妙地暗示，效果未
必能夠盡如人意。

美國人的處世風格，總體上是瀟灑
浪漫。他們主張充分地享受
生活，凡事都要盡可能地去
嘗試一下。在平時，他們喜歡
笑面人生，愛開玩笑。跟美國
人相處時，若是不明白這一
點，而一味地恪守“喜怒不形
於色”的中國古訓，無形之中
就會使對方與自己拉開距離
，甚至會讓對方敬而遠之。

第四，自尊心強，好勝心重
。美國人一般而論都有很強
的好勝心。他們喜歡見異思
遷，崇尚開拓，在人際交往中
都顯得雄心勃勃，做起事情
來也會一往無前。受這一風
氣影響，美國的孩子一旦長
大成人，就要自立門戶，自己
去闖天下，與父母劃清經濟
賬。聽憑父母為自己作主，處
處依賴父母的美國青年人，

會被人們瞧不起。
在美國，即使是

父子、朋友，外出
用餐時，往往也會
各付各的賬。在人
際交往中，美國人
是不時興向別人
借錢的。他們認為
，借錢應該上銀行
，找個人借錢就是
索要的意思。在一
個美國人的一生
中，不搬上幾次家
，不換上幾回工作
，往往是不可思議
的。凡此種種，均
與美國人的好勝
心強存在著因果
關係。

在人際交往中，
美國人自尊心強，
也是出了名的。
2．服飾禮儀

總體而言，美國
人穿著打扮不太
講究。崇尚自然，
偏愛寬鬆，講究著
裝體現個性，是美
國人穿著打扮的
基本特徵。
在日常生活中，美
國人大多是寬衣
大褲，素面朝天，
愛穿 T 恤裝、牛仔

裝、運動裝以及其他風格的休閒裝。要
想依照日常著裝來判斷一個美國人的
實際地位或身份，往往是難以辦到的。

衣冠楚楚的美國人在實際生活裡也
不是沒有。但是，要想見到身穿禮服套
裝的美國人，大約只有在音樂廳、宴會
廳或者大公司的寫字樓內才比較容易
。

美國人認定：一個人的著裝，必須因
其所處的具體場合，或是所扮演的具
體角色而定。在美國人看來，一個人穿
著西裝，打著領帶去軋馬路、逛公園、
遊迪斯尼樂園，與穿著夾克、T恤、短褲
、健美褲赴宴或出席音樂會一樣，都是
極不得體的。在美國若不瞭解此類講
究，往往就會被人恥笑。

美國人在著裝方面雖較為隨便，但
並不等於說，他們一點講究也沒有，只
不過是相對而言少一些罷了。跟美國
人打交道時，應注意對方在穿著打扮
上的下列講究，免得讓對方產生不良
印象。

第一，美國人非常注意服裝的整潔。
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的襯衣、襪子、領
帶必然每天一換。穿肮髒、打皺、有異
味的衣服，美國人是看不起的。

第二，拜訪美國人時，進了門一定要
脫下帽子和外套，美國人認為這是一
種禮貌。

第三，美國人十分重視著裝的細節。
在美國人看來，穿深色西裝套裝時穿
白色襪子，或是讓襪口露出自己的裙
擺之外，都是缺乏基本的著裝常識。

第四，在美國，女性最好不要穿黑色
皮裙。不然的話，就會被美國人視為並
非“良家婦女”。

第五，在美國，一位女士要是隨隨便
便地在男士面前脫下自己的鞋子，或
者撩動自己裙子的下擺，往往會令人
產生成心引誘對方之嫌。

第六，穿著睡衣、拖鞋會客，或是以
這身打扮外出，都會被美國人視為失
禮。

第七，美國人認為，出入公共場合時
化豔妝，或是在大庭廣眾之前當眾化
妝、補妝，不但會被人視為缺乏教養，
而且還有可能令人感到“身份可疑”。

第八，在室內依舊戴著墨鏡不摘的
人，往往會被美國人視作“見不得陽光
的人”。(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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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風土人情(下)
3．餐飲禮儀

美國人的飲食習慣，一般可以說是因地區而異
，因民族而異。就總體而言，其共同特徵是：喜食
“生”、“冷”、“淡”的食物，不刻意講究形式或排場
，而強調營養搭配。在一般情況下，美國人以食用
肉類為主，牛肉是他們最愛吃的，雞肉、魚肉、火
雞肉亦受其歡迎。若非穆斯林或猶太教徒，美國
人通常不忌食豬肉。然而，在美國人之中，愛吃羊
肉者卻極其罕見。

美國人不吃的食物，主要有狗肉、貓肉、蛇肉、
鴿肉，動物的頭、爪及其內臟，生蒜、韭菜、皮蛋等
。

受快節奏的社會生活影響，美國的飲食日趨簡
便與快捷，因此，快餐在美國得以大行其道。熱狗
、炸雞、土豆片、三明治、漢堡包、麵包圈、比薩餅、
冰激淩等，在美國可謂老少咸宜，成為美國人平
日餐桌上的主角。
美國人愛喝的飲料有冰水、礦泉水、紅茶、咖啡、
可樂與葡萄酒，新鮮的牛奶、果汁，也是他們天天
必飲之物。
在人際交往中，美國人有時會請親朋好友們上自
己家裡共進晚餐。美國人看重的是這一形式本身
，而在實際內容上卻不甚講究。美國人請客之時
只準備兩三道菜，是極為正常的。

用餐的時候，美國人一般以刀叉取用。在切割
菜肴時，他們習慣於先是左手執叉，右手執刀，將
其切割完畢，然後，放下餐刀，將餐叉換至右手，
執叉而食。

美國人用餐的戒條主要有下列六條。其一，不
允許進餐時發出聲響。其二，不允許替他人取菜。
其三，不允許吸煙。其四，不允許向別人勸酒。其
五，不允許當眾寬衣解帶。其六，不允許議論令人
作嘔之事。總之，美國人認為，在用餐時理當表現
得斯文一些才好。

4．主要習俗和禁忌
美國人對山楂花與玫瑰花非常偏愛。他們普遍

愛狗，認為：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對於那些自
稱愛吃狗肉的人，美國人是非常厭惡的。在美國
人眼裡，驢代表堅強，象代表穩重，它們分別是共
和黨、民主黨的標誌。蝙蝠被視為吸血鬼與凶神
，令美國人最是反感。

美國人最喜愛的色彩是白色。在他們看來，白
色象徵著純潔。在此前提下，白貓也成了美國人
很喜歡的寵物。在美國，人們喜歡的色彩還有藍
色和黃色。由於黑色在美國主要用於喪葬活動，
因此美國人對它比較忌諱。
美國人最討厭的數字是“13”和“3”。他們不喜歡
的日期則是“星期五”。

與美國人打交道時，一般都會發現，他們大都
比較喜歡運用手勢或其他體態語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不過，下列體態語卻為美國人所忌用。其
一，盯視他人。其二，沖著別人伸舌頭。其三，用
食指指點交往對象。其四，用食指橫在喉頭之前
。美國人認為，這些體態語都具有侮辱他人之意
。

美國人在公共場合和他人面前，絕對不會蹲
在地上，或是雙腿叉開而坐。這兩個動作，均被
視為失儀之舉。

美國人在跟同性打交道時，有不少的講究。在
美國，成年的同性共居於一室之中，在公共場合
攜手而行或是勾肩搭背，在舞廳裡相邀共舞等，
都有同性戀之嫌。

跟美國人相處時，與之保持適當的距離是必
要的。美國人認為，個人空間不容冒犯。因此，在
美國碰了別人要及時道歉，坐在他人身邊先要征
得對方認可，談話時距對方過近則是失敬於人的
。一般而論，與美國人交往時，與之保持50釐米至
150釐米之間的距離，才是比較適當的。

標榜個性獨立的美國最忌諱他人打探
其個人隱私。在美國，詢問他人收入、
年齡、婚戀、健康、籍貫、住址、種族等，
都是不禮貌的。即使招工時，美國人也
極少詢問此類問題。

美國人大都認定“胖人窮”，“瘦人富”，所以他
們聽不得別人說自己“長胖了”。與美國黑人交談
時，既要少提“黑”這個詞，又不能打聽對方的祖
居之地。與美國人聊天時，要是談及政黨之爭、投
票意向與計劃生育，肯定會導致雙方“話不投機

半句多”。在美國街頭，千萬不要搭理上前“賣藥”
的人，因為對方極有可能是販毒者。

不宜送給美國人的禮品有香煙、香水、內衣、藥
品以及廣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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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88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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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對美國教育有何影響
在不少國人眼中，與國內教育相比，美國小學

教育“學的少，玩的多，課業很輕鬆”；美國高等
教育選拔過程“人為因素多”……然而，實際情
況是否真的如此？近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主
辦的“在美國‘發現’教育——藍帶小學和哈佛
大學故事”主題沙龍上，曾有過留美經歷的學生
、家長及教師從小學、大學兩種角度入手，解讀
不一樣的美國式教育。
招聘新校長 家長得面試
“在美國，我所在的這個學區對教育的影響非

常大。回國後，我也跟北京的一些學區教師交流
過，比較而言，我認為，北京的學區對教育影響
並不是很大。”向蓓莉，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
副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向蓓莉的女兒趙
思楠，目前就讀于北京某小學六年級，曾就讀于
美國桑塔麗塔小學。

向蓓莉介紹，在美國的公立教育體系裡，從幼
兒園到12年級都是免費義務教育。每所小學在
招生第一年，每班班額不超過30人。由於這所小
學的所有經費幾乎不是來源於政府財政撥款，
而是由家長和社區捐款。如果學校想擴大招生
規模，則需聘用更多教師、增加更多教室及資源
，這需要家長和社區的“財政支持”。向蓓莉介紹
，每個月，學校都會召開家長教師協會會議。會
議上，校長要向家委會報告學校做了什麼、需要
什麼，每次也都會有一個班的老師向大家展示
本班的學習內容。“有一次，在會議即將結束時，
家委會主席是這麼說的‘咱們這個學校的老師
手提電腦已經用了5年了，我們要考慮給老師們
換新的。”不僅如此，即使招聘新校長第一步也
要通過家長的面試。

“我也曾採訪過校長——你有
沒有感到你在老師和家長的夾縫
中？”對於向蓓莉的這個問題，校
長表示，“完全沒有”。因為在這個
學區，學校的理念跟家長的理念
高度一致。這是因為學區在制定
目標的過程中，必須邀請家長參
加，並與家長共同參與制定——
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什麼樣
的學習者？家長需要學校教育管
理者、老師做什麼？家長要做什麼
？我們共同的目標是什麼……家
長參與學校治理和管理的權利非
常大，並且，家長與學校之間可以
實現資源、決策的共享。
學生課上課下都“自由”教師可
以“不使用教材”
“課程設置上，美國普鈉荷學

校的課程設置很自主，它可以有
數十個社團，學生們在下課後，可
以參與各種各樣的社團，非常自
由。而我們把學生整齊劃一，特別
規矩。”北京師範大學三帆中學朝
陽學校書記、執行校長李建文表
示。
“在學區的教育哲學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詞——賦權。”向蓓莉介紹，在桑塔麗塔小學的
英語課上，老師和學生被賦予“不使用教材”的
權利。在老師看來，教材中的一些故事“支離破
碎”，並不利於孩子理解及連貫閱讀。取而代之
的，是讓孩子們閱讀獲獎小說。“老師在網上開

設一個論壇，問學生有關小說中的問題，並規定
閱讀頁數及回答時間。第一本書是每個學生都
要讀的，第二是能力分層，不同能力的學生選擇
難易程度不同的小說。”向蓓莉表示，這樣的學
習方法不僅為母語非英語的孩子提高閱讀能力
，也使英語課與其他相關學科有機結合。同時，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有大量時間進行小
組閱讀合作學習，並要與六年級學生共
同討論，提高了孩子們的表達能力及合
作意識。小說閱讀完成後，學生以小組為
單位編寫劇本，並學期期末表演。而課後
的作業，竟是按照小說中的內容做一劑

“神奇的藥”。
不僅是英語課。在數學課上，孩子們經

常用iPad在課堂上做數學設計，並就某
一個數學的知識設計一道與生活相聯繫
的數學題。“在趙思楠進入學校不久後，

有一個家長志願者陪她學數學，並用一個軟件
把她們的學習內容上傳跟同學們互相分享。”向
蓓莉回憶，在趙思楠六年級學習比例時，老師曾
要求將菜單由4人份改為12人份，並把它真正
做出來，以聚會的形式品嘗這些食物。

此外，學校定期舉辦書展，學生身穿睡衣、手
拿枕頭和毯子體驗“在家”聽作家講故事。作業
是寫詩或作文，“從小到大，我寫的作文都是關
於德育，或以德育為主的文學作品。而她們要麼
是寫押韻詩，要麼是寫魔幻的小說，萬聖節時，
一個一年級的孩子甚至寫的都是鬼怪。”向蓓莉
表示，她並不認同美國小學生“學的少，玩的多，
課業很輕鬆”。美國小學生的教材有好幾百頁，
甚至已經講到控制變量、自變量，並要求學生完
成一個可控的試驗。“趙思楠還學習過生命科學
，有一次她們老師買了十幾隻羊的心臟讓同學
們解剖。”向蓓莉說。

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美國節日飲食習俗介紹
在國內，特定的節日該吃什麼都很有講究，正月十五的元宵、

二月二的春餅、端午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餅。地區不同，講究不
同，節日可吃的簡直太多了。那麼美國呢，當然不可能千篇一律了
，讓我來看看美國節日都有什麼美味！
美國復活節吃什麼?

復活節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星期日。復活節的重頭是羊
肉、蜂蜜烤火腿、兔子(兔子可不是用來吃的)。據傳說，有一次上帝
為羊肉和火腿考驗亞伯拉罕的忠誠之心,命令他把獨生子以撒殺
掉作祭品，亞伯拉罕萬分痛苦,最後，他還是決定按上帝的旨意去
做。就在他舉刀砍向兒子的一瞬，上帝派天使阻止了他。亞伯拉罕
便將一隻公羊為祭獻給了上帝。以後，用羊作祭品祭祀上帝就成
了該節的習俗。吃火腿的習慣，據說是英國移民帶入的。當初，英
國人用吃火腿表示對猶太人禁忌肉食品內含血的蔑視;今天，已發
展成復活節的傳統食物。而兔子是復活節的吉祥物，可不是拿來
吃的，要是說吃兔子也是指巧克力兔子，這種巧克力兔子是空心
的，吃的時候把它放在桌子上，砸碎，然後大家分而食之。
感恩節吃什麼?

感恩節是美國三大全國性節日之一，在每年11月22-28日之間
,自1941年起，感恩節是在每年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並從這一天
起將休假兩天。感恩節的食品極富傳統色彩。每逢感恩節，美國人
必有肥嫩的雞可吃。火雞是感恩節的傳統主菜。它原是棲息於北
美洲的野禽，後經人們大批飼養，成為美味家禽，每只可重達四五
十磅。現在仍有些地方設有獵場，專供人們在感恩節前射獵，有興
趣的人到獵場花些錢，就能親自打上幾隻野火雞回家。使節日更
富有情趣。
聖誕節吃什麼?

每 年 12 月
25 日聖誕節，
火雞也是不可
缺少的傳統食
品。在美國，聖
誕晚餐中還有
一樣特別的食
品——烤熟的
玉米粥，上面
有一層奶油，
並放一些果料
，香甜可口，別
有滋味。有的
還習慣在聖誕
晚宴的餐桌上
擺一隻烤乳豬
，美國人們還
往往喜歡在豬
的嘴裡放一隻
蘋 果 ( 按 中 國
的想法，是不
是平安的意思
?)，據說這個習
慣源於一些大
家庭，因為只有大家庭才有可能吃得了一頭豬，後來一些講究排
場的人在聖誕請客時便紛紛效仿。

想體驗美國的習俗文化？那麼趁節假日赴美實在是絕佳的機會
，節日期間還有眾多活動等您參加。

當你還在國內的時候，不知道你
有沒有想像過和美國人坐在一個
桌子上吃飯要注意些什麼?其實，
美國人的餐桌禮儀還是比較多的
，因此，本文小編為大家帶來美國
留學必須知道的7大海外餐桌習
俗，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1. 什麼時候應該開始吃

在所有人就座和拿到食物之前
開吃是很不禮貌的，需要等候所
有人有吃的了才可以開始吃，有
些家庭會吃前祈禱，但是和朋友
一起吃幾乎不會祈禱的，不管信
徒多還是少，宗教性質是讓美國
人敏感的一個元素。
2. 吃飯時將頭湊到碗上面

外國人吃飯都是將食物拿起放
進嘴裡面，而且坐的一般都比較
直，只有放食物的時候身體會稍

微前傾。而中國人習慣湊到碗邊
吃，所以外國人從你吃飯姿勢就
可以看出來你是fobs，是被認為沒
有文化和野蠻低下。
3. 晚餐時將手肘放在桌上

晚餐在美國屬於比較正式的一
頓飯，稍微正式一點的晚餐，將手
肘杵在桌上被視為不禮貌哦，其
實整個過程手肘都不應該放在桌
子上的，但這很明顯是很多國人
的習慣，想要融入和不被鄙視就
改改吧。
4. 吃飯時嘴裡發出聲響

美國人很敏感，如果你吃飯的
聲音特別大被讓他們覺得噁心反
胃，進而覺得你沒有禮貌和教養。
細嚼慢嚥，輕聲細語才是王道。
5. 吃飯嚼食物時嘴巴打開

這個是因為別人可以看見你嘴

裡面被碾碎的食物混合唾液……
，國人神經大條不在乎，但是美國
人會覺得很噁心的，為了你的友
途，儘量閉著嘴巴吧。
6. 一邊嚼食物一邊說話

嘴裡有食物的時候最好就不要
說話了，如果這個時候別人跟你
說話或者發問，可以選擇先咽下
食物再說話，如果特別想說什麼
的話用手遮住嘴巴也是可以的，
總之就是不要讓別人可以看見你
嘴裡的食物。
7. 用餐完畢後離席

美國餐桌在所有人吃完之前離
席是很不禮貌的，電影裡面經常
有美國小孩吃完飯就離開了其實
是為了說明那些小孩沒有禮貌哦
，千萬不要學他們，耐著性子等一
等其他人吧。

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美國人的餐桌習俗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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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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趙薇主演的電視劇《虎媽貓爸》熱播，中

國教育模式又一次引發話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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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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真心待我，我必拿命去珍惜！——至最愛的她！
这篇文章是写给所有朋友

的，真爱不易，不要把深爱着你

的那个人的真心当成了玩偶，对

待每一份感情请专一对待，不要

把自己从前的生活带进深爱着你

的他的生活里。如果你做不到，

那就不要让这段感情开始。

爱情没有那么简单

下面是我想对你以及所有朋

友要说的话，有故事的人都会明

白。希望你能平静地看完读懂我

说的话，不为什么，只是因为我

太爱你了。

一个人的时候

我从前一个人的时候感觉自

己很随性，不会执着太多事情，

自己的性格也很单纯浪漫，很天

真地认为爱情不就那样，总会有

分分合合，分了就难过一下就好

了呗，生活还得继续。有时候看

到别的情侣因一点事情就产生矛

盾、吵架，甚至发展到很极端的

程度和做出一些很固执很令人匪

夷所思的行为都会觉得很可笑，

心里都会瞥视“有这个不要吗”？

在自己没谈恋爱之前感觉他

们都是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很没

必要做极端的事情。但调换角色

之后，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

候，才慢慢开始了解他们的感

受，他们的行为，还有我之前错

误的看法和很愚蠢的想法。爱情

之所以会产生很不解的事不是因

为极端、固执，是因为深爱的一

方早已陷入太深，爱的太深，在

爱你的同时她早已把原本属于他

自己的生活分的清清楚楚，把自

己的生活和时间都全部给了你，

她从未想过从这个爱情漩涡里爬

出来，真的，从未想过。

爱情是自私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在一起

到现在，不长，时间才一个多

月，对你从一开始非常一般的喜

欢，慢慢到很喜欢，喜欢和你说

说话，喜欢你的微笑，喜欢你的

味道，只要看到你什么坏心情都

变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相处一段

时间已习惯你在身边，恨不得每

天晚上都黏在一起，如果有那么

一天你不在我身边心情都会变得

很不自在，好失落。是吧，我已

入戏太深，早已把你作为我生活

的一大部分，无论你的欢乐、烦

恼、心事我都想要和你共同承担

。我说我不想知道太多事情并非

真的不想知道，其实我是在骗自

己，想让自己好好的过心里这一

关，真的非常想知道 ，你每次

都说你不想瞒着我，把你所发生

的事情告诉我，只是我听到你说

的关于你说的那些事情真的非常

难过。

一起走下去

说真的吧，从一开始很简

单的喜欢到认准你把你作为未来

日子里和我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

了。

失去你

失去你，是的，我还可以活

得好好的，只不过生活失去了一

大块，直到我会碰到另外个她的

时候，她会继续在另外一边补充

我的生活，但那块缺失的部分永

远无法弥补，永远成为心里的痛

。这是我的感受也是我跟你说的

我不相信曾经深爱的两个人分手

后还可以继续做朋友的原因，因

为总有一方陷入太深，一想起另

外一方的时候心都会隐隐作痛，

所以继续纠缠下去都会使他很难

过，所以选择不当朋友，不会再

见。如果还可以做朋友的，除非

你不当我是你男朋友，当我不存

在，对我也只是抱着玩玩的心

态，想留个备胎，还想和对方以

朋友的关系纠缠不清，对另外一

个还抱有不甘心想重新开始的心

态，否则都不会再见面。

或许是我不够关心你

又或者是觉得我不够关心

你，不够爱你，你怀疑我对你的

心，其实真没必要怀疑我对你的

心，因为在爱你的同时我已把朋

友分清界限，因为我知道我是有

女朋友的人，我必须和她们划出

分界线，不能让她们走进我们的

生活，所以我说当一个人恋爱时

会渐渐没朋友就是这个原因，因

为深爱的他早已把你替代了他最

好的朋友。

对不起

对不起，昨天晚上没有说清

楚是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会想明

白，是因为我足够信任你，好了，

说了一大堆道理也累了，如果你

是真心，我肯定会真心，希望不

要把我的真心当真小丑玩弄，因

为我承受不起。好吧，你若以真

心相待我必以十倍真心回报。

爱情，且走且珍惜吧！

备注：如果有一个女生甘

心愿意主动跟你说这句话的时

候，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拼命

奋斗！

我突然想跟你说，我想跟

你一起努力，一起进步，我想

我们多用点时间去为我们的未

来努力，多将晚上约会的时间

一起学习，一起打拼。我想向

我爸妈证明我们在一起也是会

很幸福的！

增加幸福感有竅門
四點建議助你收獲“小確幸”

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是保持

稳定良好精神状态的首要因

素。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

获取幸福感有几个小窍门，只

要掌握了这几个技巧便可让你

每天收获一点“小确幸”。

今天早晨，你的小儿子用

涂满果酱的面包在厨房的墙上

乱涂乱画，公车晚点了，之后

你又与同事发生了口角……每

一天都充斥着接连不断或是如

出一辙的烦恼，但这并不能毁

了你的生活。你可以给自己制

造一点小小“生活的乐趣”，

以便有个缺口可以呼吸，保持

良好心情。

1. 微笑

看起来很容易的事情却经

常被忽视。笑是一种精神疗

愈。日复一日地锻炼你的颧骨

和笑肌。对你的邻居、商店里

的职员或是你的朋友微笑。多

看一些喜剧片，培养你的幽默

感。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云淡风

轻的态度，开启积极的生活模

式并试着控制情绪。

2. 运动

永远不要小瞧运动的作

用。一次充分的运动可以弥补

一天中所需的幸福能量。跑

步、拳击、游泳……具体的运

动项目并不重要，关键是保证

每周至少一次通过运动来宣泄

脑中的负能量并获得一些产生

幸福感的荷尔蒙，如内啡肽。

如果你并不喜欢运动，可以尝

试从尽可能多走路开始，如此

你的大脑可以呼吸到新鲜氧气

从而得到平静。户外运动可以

使你心胸开阔，让你更平和地

看待事物。

3. 放松

每天花点时间做你喜欢的

事情，编织、写作、阅读、运

动、涂鸦……如果购物能让你

感到快乐，买吧!你只有不到半

小时的时间？没关系。做几个

俯卧撑或做顿料理。但记住：

要把这30分钟留给你自己，因

为这已足够更新你的大脑。即

时的放松可以保证快乐的心

态，不要浪费了这属于你的短

短30分钟。

4. 与人交流

学会从别人身上获取快乐。

你是单身吗？享受你的独立和无

拘束，但在一天快结束时可以与

人打一通电话。人是社会动物，

大脑需要交流。工作后的聚餐，

茶水间里的交谈，朋友间的小

酌……这些都是很好的交流的

契机。尽可能与人面对面接触，

而不是只做网络上的好友。

大千世界

嚴寒襲歐洲60人死
狐狸掉進冰河成“冰雕”

据外媒报道，严寒近日横

扫欧洲大陆，多国气温骤降，

一周时间已造成逾60人死亡，

防寒形势严峻。在德国巴登-符

腾堡州，出现了一幕奇特景

象：一只狐狸不慎掉入多瑙河

中，竟然全身被冻住成了冰

雕，被人发现后切割冰块，推

上岸来。

据报道，当地居民在发现

狐狸掉入冰河，并全身被冻住

之后，拿着锯子切割冰块，最

终连同冰块一起将狐狸拿出

来。据推测，狐狸可能是在觅

食时踩上冰面，但冰面裂开使

其落入河中，没能爬上岸来，

最终被冻死。

民众将狐狸被冻住的冰块

切割出来。

席卷欧洲大陆的寒流使得

部分地区迎来有记录以来最低

气温，给欧洲多国带来严重损

失。由于寒冷已在欧洲夺去60

多条人命，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以及一些刚逃到欧洲的难民成

为当局担忧的对象。国际移民

组织了解到，许多移民和寻求

庇护者暴露在严寒之中，目前

已有数十人被冻死，其中包括

最近抵达罗马等城市的移民和

其他在巴尔干半岛过境的移

民。

德国多个大城市如法兰克

福处在冰天雪地中，未来的情

况甚至可能更恶化；英国气温

骤降，引发公路、铁路交通混

乱。当局呼吁沿岸居民为安全

着想，撤离至高地，避免强风

吹起大浪，引起洪水侵袭。

末日降臨？
意城市遭寒流襲擊似古預言應驗

意大利南部城市萨伦托近

日受到连续降雪以及严寒天气

的袭击，危及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仿佛应验了500年前意大利

哲学家马特奥•塔夫里(Matteo

Tafuri)的“世界末日说”。

马特奥•塔夫里被誉为

“意大利的预言家”，是16世

纪意大利阿普利亚地区最杰出

的人物之一。他曾写下“有着

棕榈树和轻柔南风的萨伦托

啊，当大雪降临，你就不复存

在。两日大雪，两道闪电，我

知道世界将这样终结，但我毫

无留恋。”预言在萨伦托发生

连续两日的大雪标志着世界的

终结。

据报道，7至8日的连续降

雪让意大利的南部城市难以应

付，很多学校被迫停课;由于无

法供暖，罗马和博洛尼亚的个

别学校也不得不停课。此外，

这样的严寒天气不仅中断了公

路、铁路、航空和水路运输，

而且造成了至少 8人死亡。10

日，官方称受害人数已超过60

人，波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

成为重灾区，难民和流浪汉是

主要遇难人群。

波兰等地气温低达零下20

摄氏度，高龄人群遭受着低温

症的威胁，而大量燃煤取暖引

起的空气污染指数也达到了近

年来新的峰值。希腊地区收容

了6万多叙利亚难民，其中大部

分难民已被转移到活动房屋或

供暖帐篷。目前仍有2500多名

包括儿童、妇女和残障人士在

内的难民等待救助，希腊海军

方面已经派出坦克登陆舰参与

难民转移工作。

从1月6日起，希腊、罗马

尼亚、土耳其、俄罗斯等多个

地区也纷纷受到大雪袭击，造

成多地学校停课、航班取消、

交通瘫痪。

美女子誕下6.3千克巨嬰
分娩前被疑懷多胞胎

2016年12月9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43岁

的女子拉昆娜•亨特•格罗弗(LaQueena Hunt-

er-Grover)生下了一个重达

14 磅 (约 6.3 千克)的男

婴。她在怀孕时肚子就

高高隆起，朋友们都以

为她怀了双胞胎或三胞

胎。

男婴的父亲初次看

见孩子的体型时便目瞪

口呆：“他可真是个大

胖小子!”因为体型太大，

这名男婴在 1个月大时

就得穿上为 3个月大的

婴儿设计的尿不湿。

据悉，这已经是拉

奎娜的第 4个孩子了。

她的前 3个儿子出生时

的体重都很正常，约 7

磅(约 3千克)。她亲昵地称呼自己的新生儿为

“可爱的大块头”。

神奇！
美國一少女意外發現自己多個“分身”

美国加州17岁的女孩桑塔

娜•古提瑞兹(Santana Gutierrez)

在购物时遇到一位与自己长相

极其相似的女孩，于是将两人

合照发布在网络上之后，目前

已收到了至少4位与她们长相相

似女生的照片。

桑塔娜在圣迭哥市的一家

商场购物时，一位名为伊索贝

尔的女生走进她，请求她为

“救助儿童”基金会募捐，结

果桑塔娜发现二人长相极其相

似。于是二人合影并交换了联

系方式之后，桑塔娜将照片发

布在网络上，并附文“就在刚

刚遇见了我的‘分身’”，而

网友则将这一事件推向了高

潮。目前，该推文已经被转发

了超过2.2万次，桑塔纳目前已

收到至少4位与她长相极其相似

女生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一个名为

艾莉•霍尔特(Ally Holt)的女生

拥有和桑塔娜完全相同的棕色

头发与眼睛，笑容也很相像。

当看到这张照片时，桑塔娜和

她的父母非常震惊。但是他们

确信两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同

时，另一位女生因为同样的特

点，与桑塔娜和艾莉一起被称

为“三胞胎”。

其他网友还发现，美剧

《如何摇滚》(How To Rock)的

22岁主演萨曼莎•波斯卡利诺

(Samantha Boscarino)以及为迪士

尼电影《海洋奇缘》配音的16

岁女生奥丽伊•卡瓦洛(Auli'i

Cravalho) 也堪称是桑塔娜的

“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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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1 月 17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
旨演讲时宣布，今年 5 月，中国将在北京主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商合作大
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解决当
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
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一带一路”建
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顺应时势，提出3年多来引起
国际社会广泛响应。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可谓水到渠成，承载着国际社会
诸多重托。而高峰论坛的举办，也将对“一带
一路”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利于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建设成
果，规划未来。“一带一路”有效回应国际社会
对“中国崛起之后想干什么”的关切。针对逆

全球化势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体
现中国的时代担当，引领全球化朝着包容普惠方向
发展，唱响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主旋律。高
峰论坛将进一步凝聚共识，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
共建“一带一路”及全球化本身的信心。

二是利于通过多边协商，推动“一带一路”
机制化建设。“独行快，众行远”。为了“一带一
路”长远大计，各国需要构建“一带一路”互利
合作网络，共创“一带一路”新型合作模式，打
造“一带一路”多元合作平台，推进“一带一
路”重点领域项目。正如“欧洲之父”让·莫内
所说：“没有人，一切皆无可能，但是没有体
制，一切不可持续。”“一带一路”建设是百年大
计，完善的体制、机制化建设才能确保其可持续
发展。举办高峰论坛，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在
规划对接、战略对接、标准对接基础上，更好实

现智慧对接、舆论对接、行动对接，从双
边为主、多边为辅到多边与机制化建设并
行的新阶段，将充分体现“一带一路”建
设顺应国际社会普遍需求，公开、透明、
开放、包容，按照国际规则办事。

三是利于全面对接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各
项目标，尤其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
黎气候变化协定，彰显人类共同意志，建设
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
路、和平丝绸之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已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2016年
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
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明确欢
迎“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敦促各国通过参
与“一带一路”，促进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

展，呼吁国际社会为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提
供安全保障环境。

举办高峰论坛不只是促机制，也有利于抓
落实。高峰论坛必将促进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落实、
G20 杭州峰会成果的落实，并可有效回应各种
质疑和关切。

“一带一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值得世界
期待！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值得世界期待
■ 王义桅

聚焦

贸易投资基础牢

近年来，中瑞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据商务部介
绍，中瑞自贸协定自2014年7月生效以来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瑞士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瑞士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
伴。中国驻瑞士大使耿文兵指出，根据瑞士海关数据，2016年1-9月，中瑞贸
易增长了9.4%，这主要得益于两国自贸协定的红利持续释放。

在双向投资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指出，据中方统计，截至
2016年 11月，瑞士对华累计投资 64亿美元，是中国在欧洲第七大外资来源
地。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瑞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投资行业不断扩展，大型
并购投资逐渐增多。

“当前，中瑞两国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贸易、投资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基础也比较牢固。贸易方面，随着中瑞自贸协定的生效及将来的进一步升
级，两国的贸易往来会更加便利。投资方面，瑞士的高端产业对中国资本的
吸引力、中国大规模市场对瑞士资本的吸引力都很大，这为两国加强双向投
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大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

具体领域看点多

中瑞建交 67 年来，两国在经贸领域创新务实合作实现了多项“第一”。
1980 年，瑞士企业与中方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工业企业。2014年，《中
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实施，瑞士成为中国在欧洲大陆的首个自贸
伙伴。2015年，瑞士率先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创始成员国。

金融领域，2014 年，中国人民银行与瑞士国家银行签署 1500 亿元人民
币/210亿瑞士法郎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年，瑞士获得500亿元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2016年，中国建设银行在瑞士苏黎世设立分行，标志
着新的人民币清算中心在瑞士这一世界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正式启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瑞士进一步推动了中瑞经贸合作。1月16日，
中瑞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加强“中国制造2025”同瑞士“工业4.0”对接，推进两国
企业和研究机构创新合作。双方将推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升级，扩大贸易、投
资、金融、保险合作规模，加强能源、环保等领域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联动创新树典范

耿文兵表示，近年来，中瑞双方积极推动两国创新合作发展，探讨通过
成立中瑞企业创新委员会、创新合作机制建设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支持两国
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提高创新合作水平，实现双方在资源要素、产业优势
和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优势互补。

2016年，中瑞确立了创新战略伙伴关系，这成为中国同外国建立的第一个以创新为标志的战略伙伴关
系。李大伟说：“这对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它有助于推动两国应用研究的发展，也
有助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这为两国企业创新合作提供了一个更可靠的宏观机制平
台。中瑞的创新合作成为中国同不少发达国家合作的典范。”

就全球来看，中瑞这种国与国之间创新合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中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俞建华指
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出路，可有效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挑战。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动创新，将能
更好地激发创新、促进新的贸易投资、盘活全球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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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当地时间1月16日，中
国与瑞士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
联合研究。据商务部介绍，中瑞
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
究，共同探讨提升和丰富协定内

容的可能性，将为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推动中瑞经贸
合作迈上新台阶创造良好条件。对此，专家指出，当前，中瑞两国
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经贸合作态势总体向好。未来，在创新战略
伙伴关系指引下，中瑞在推动自由贸易、具体经贸领域创新合作方
面值得国内外共同期待。

图为侨商蔡德燥的故居济阳别墅。 资料图片

济阳别墅位于福建泉州鲤城区后城街西

北侧，是侨商蔡德燥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

年） 所建。该建筑布局巧妙，匠艺精湛，但

是整幢建筑却令人诧异地没有上漆，这背后

隐藏着一位爱国侨商为“实业救国”理想耗

尽心血的故事。

济阳别墅又称后城蔡宅，坐北朝南，建

筑为穿斗式木构架，主体建筑为硬山式翘脊

屋顶，柱、梁、枋、檀、椽等木质构件皆用

榫卯铰接。临后城街筑有 3 米高的红砖封壁

围墙，墙东侧设一正大门，西侧设小门为平

时出入使用，围墙大门额上雕嵌“济阳别

墅”。

济阳别墅主人名唤蔡德燥。据晋江族谱

研究专家蔡马追介绍，蔡德燥，字克宽，小

名燥官，1866 年出生于晋江梧林村。现在居

住于济阳别墅中的蔡文榕是蔡德燥的孙子、

蔡联泰之子。他介绍，蔡德燥出生于贫困家

庭，13 岁便随族人下南洋，坐上木帆船远渡

重洋到了菲律宾。

在菲律宾，蔡德燥先是打工糊口，后为

肩挑小贩。因一向讲究信誉，他在当地商界有

口皆碑，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在菲律宾、英国

等国以及香港、上海等城市从事跨境贸易，颇

负盛名，逐渐成为显赫一时的华侨富商。

由于为人处世得体，蔡德燥还被当地华

商推荐担任了马尼拉市华侨商会的会长。

1910 年，他又被宗亲们拥戴为菲律宾柯蔡宗

亲会第三届总理。

蔡德燥事业有成之后，迁居泉州。1904

年，他在泉州后城买地并雇工建厝，因为其族

为济阳衍派，所以后来将大厝命名为济阳别

墅。蔡文榕称，济阳别墅其实有“三奇”，除了

大厅雕刻着诗句的“四扇门”外，还有“矮屋顶”

和“不刷漆”。

“‘矮屋顶’是因为当时泉州规定府文

庙附近的建筑物不可以高过府文庙主殿，所

以导致济阳别墅屋顶斜度不够；细心的人会

发现，济阳别墅整栋厝都没有刷漆，这是因

为蔡德燥把筹备用于油漆工序和‘谢土’的

钱，全都捐给了国家，总数有 2 万块银元。”

蔡文榕如是说。

蔡德燥乐善好施，对公益事业十分热

心，曾资助过不少泉州人赴菲谋生，并允许

失业的同胞在自己店中栖身或打工。除了热

心公益事业外，蔡德燥对于“实业救国”的

理想更是笃定不移。19世纪 90年代，面对西

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欺凌，一大批爱国实业

家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着力兴办民用

工业。

蔡德燥爱国爱乡，在振兴中华、救亡图

存上从来不甘人后。得知福建铁路建设正在

招股后，他毅然把济阳别墅的油漆钱、谢土

钱以及他手头上的余钱，共约2万块银元，全

部购买了铁路股份，以实际行动支持“实业

救国”。

铁路股权毫无收益，蔡德燥也没有半句怨

言。据文献记载，蔡德燥还踊跃购买了以“孙

文”名字签署的公债达数万元。时任“外交总

长”的伍廷芳到菲律宾，号召华侨共同振兴民

族工商业，保护国家权益。蔡德燥接受伍廷芳

建议，致力经营国货，当时的政府曾委任他为

菲律宾“中国国货总代理商”。

抗日战争时期，菲岛沦陷，蔡德燥在侨

界中游走宣传，动员华侨支持抗日，并鼓励

儿子蔡联璧在菲律宾参加“南洋华侨技工服

务团”回国抗日。20世纪 40年代，蔡德燥辗

转返乡，一生奔波导致疾病缠身，于 1944 年

溘然长逝。

（来源：《泉州晚报》）

““济阳别墅济阳别墅””背后背后的的
侨商兴国梦侨商兴国梦

吴拏云吴拏云 郑冰芳郑冰芳

历 史 掌 故

特約版
星期一 2017年1月23日 Monday, January 23, 2017



AA1212廣 告

省下平均$480！＊

讓我幫您獲得所有該得的折扣，

還有適合的保障！

向更好邁進TM

現在就打電話給我！

Winnie Hui CLU CPCU FLMI, Agent
9611 Hillcroft Street
Houston, TX  77096

Bus: 713-729-2323   Fax: 713-729-2327
winnie.hui.pwnr@statefarm.com $763

2010

＊每戶平均年度節省金額是以2010年全國性問卷調查中報稱在轉用State Farm後獲得節省的
新投保人為根據。State Farm®保險的保單、申請表格，以及必要通知均以英文書寫。

黃永瑞
Sean Wong

Agent
7035 Highway 6 North
Houston, TX 77095
Bus: 281-550-0555
Cell: 832-259-0122
Fax: 281-550-0100

sean.wong.pymw@statefarm.com

1205004
State Farm Mutual Automobile Insurance Company,
State Farm Indemnity Company - Bloomlngton,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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