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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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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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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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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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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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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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游水紅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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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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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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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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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美聯儲理事Brainard表示，如果特朗
普政府支出計劃令經濟快速增長，那麽美聯儲
將會比預期更激進地加息。Brainard警告財政刺
激的風險，稱代價可能很大。Brainard的觀點被
認為與美聯儲主席耶倫頗為接近。

美國一加息，全球抖三抖
對于個人投資者而言，三個影響不容忽視：
美國市場美元供應將减少，資金收益率將

增高，這勢必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美國市場，同時

這也將對衆多新興經濟體造成
一定程度的衝擊。

從中短期來看，此次美國
聯邦基金利率的調高及未來3
年內的數次加息預期將對人民
幣繼續貶值帶來很大的壓力。

隨著國內投資資本回報率
下降，資產泡沫加劇，國人進行
外幣資產配置需求不斷增大，
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此前提
到的資本外流，而資本外流反
過來也會作用于人民幣的持續
貶值。

加息對房產市場的影響
因為貸款成本只是計算投資回報中的一

項而已，美國房價的上漲主要還是與經濟形勢
向好有關，美聯儲加息說明經濟基本面有强支
撑，美國房地產市場預計將迎來新一輪的上漲
態勢。

數據顯示，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新增就
業共計約 225 萬，11 月失業率僅僅只有 4.6%，
是2007年金融危機前以來的最低水平。通貨膨

脹率上漲至近1.5%，更為接近長期目標2%。預
計未來三年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將不低于2%。

事實上，去年 12 月，美聯儲啓動了近十年
來的首次加息。但是房地產市場依然保持强勁，
標普對美國20個城市進行了房地產價格監測，
住房價格依然保持了較大幅的增長，預期中值
為5%。

總之，此輪美聯儲加息及未來三年內的多
次加息預期將會吸引國際資本逐漸流入美國，
對處于上漲態勢的美國房地產市場起到推波助
瀾的作用。另一方面，在2017美元更加炙手可熱
的趨勢下，目前及時出手配置美國房產是明智
選擇。(文章來源：網絡)

新總統時代新總統時代如何置業美國如何置業美國？？

美聯儲理事 / Brai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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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海
外房產商看中“不差錢”的中國市場。

2016年三季度以來，人民幣匯率“跌跌不休
”、中國多年積攢下的外匯儲備接連縮水，在此
背景之下，2016年 12月30日，中國央行發布修
訂後的《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
理辦法》，以此加強外匯交易的管理。此次新規
雖然沒有對民眾每年可購匯5萬美元的額度作
出縮減，但卻迎來了更複雜的購匯流程，以及更
嚴格的購匯用途監管。

值得關注的是，此次新規首次明確指出：民
眾購匯不得用于海外買房、證券投資等行為；首
次明確了虛假購匯者將面臨著總金額30%的罰
款；情節嚴重構成犯罪，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也正因此，此次新規被外界譽為“史上最嚴
購匯新規”。

如今，“史上最嚴購匯新規”已實施10天有
餘，這對身居美國的華人有何影響？據在加州矽
谷地區從事地產經紀行業多年的田霞透露：新
政非但不會真正控制中國外匯的流出，反而讓
更多人堅定海外購置資產的决心。

此外，有調查數據顯示，美國是中國民眾海
外投資買房的首選地，此次新政是否會對美國
房地產市場帶來一定衝擊也引發了外界廣泛關
注。

“中國人買房更堅决了”
2016年 12月30日，中國央行宣布：自2017

年1月1日起，將加強個人外匯信息申報管理，而
境內個人年度5萬美元購匯額度保持不變。從
2017年1月1日起，個人購匯申報需要細化到用
途和時間，禁止在境外用于買房及證券投資。此

次新規雖然沒有對民眾每年可購匯5萬美元的
額度作出縮減，但卻迎來了更複雜的購匯流程。
也正因此，此次新政被外界譽為“史上最強購匯
新規”。

此次外匯新政能否減緩外匯流出，會不會
影響民眾海外購置資產等引發外界廣泛關注。

據在加州矽谷地區從事地產經紀行業多年
的田霞透露：新政的出臺，讓打算在海外購房的
華人倍感壓力，但是海外置房的决心未減反增。
田霞表示，導致這樣的反彈趨勢的一個重要原
因是：首先，對于中國各個階層的民眾來說，從
中產階級到富豪，再到“官二代”，只要有機會和
條件，大部分都會選擇在海外置產。在大部分生
活在美國的華人來看，海外置產是一種有效的
規避財產風險的方式。當然，正如中國央行公布
該項新政時所表示的那樣，希望能夠通過這一
改革加大對洗錢、非法融資以及官商互通等損
害民眾財產行為的監管。

對此，田霞也表示肯定，的確對于不少中國
人來說，在中國市場資本的轉化和利潤的產生
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即在中國賺錢是一件相
對比較容易的事情。但對于並不是非常瞭解美
國市場運作的中國人來說，房地產投資顯然比
對企業、公司進行投資要簡單、保守。

田霞還表示，另外一個從根本上推動國內
華人海外置產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央行超發貨
幣，再加上這些年實業經濟的逐漸不景氣，甚至
很多實體店鋪被電商代替，使得的實體經濟整
體呈現出空心化趨勢，所以不少手中持有資產
的民眾都想“往外走”。而且，在很多民眾看來，
央行越是想通過這種政策變動的方式留住外匯

，那麼就越是說明中國經濟需要從根本上尋找
原因。

因此，從總體來看，華人在美購置房產的
熱情更高，但手續的確更麻煩了，民眾們也都
更加謹慎了；從地產經紀人來看，來自中國人
的生意反而更好了，此前不少一直在猶豫中的
民眾，反而在外匯新政的催化下，一下子敲定
了要來看房子的時間。

因而，田霞憑藉在地產經紀行業多年經驗
判斷：海外置房勢在必行，眼下政府出臺新政，
這樣一來民眾就缺乏了正常換匯的途徑，那麼
就只有選擇一些不正常的途徑了。既然如此，

“海外置房”對于不少中國家庭來說已經到了
一種“箭在弦上不可不發”的狀態，那麼新政的
作用則只會如同將黃河出河口變小了，讓希望
出來或者該出來的出不來，久而久之壓力過大
，就只有從其他途徑向外流轉了，事實上這僅
僅是矛盾的轉移，根本沒有辦法解决真正的中
國經濟的問題。

田霞表示，目前中國經濟最根本的問題不
在于多少外匯正在向外流出，而是在于目前中
國的生存環境、商業環境，都缺乏最基本的吸引
資金和投資流入的條件。然而新的外匯政策的
變更，真正受到限制的仍然是那些遵紀守法的
民眾。對于那些在國內關係網絡相對豐富的人
來說，依然有辦法將資金轉移到海外，對于中國
那些希望通過合法途徑移民、購房的民眾來說，
合理地轉移自己的資產卻變得舉步維艱了合理地轉移自己的資產卻變得舉步維艱了。。田田

霞說：“我的一位來自北京的客戶，已經準備好
全家移民了，此前他們已經賣掉了在北京唯一
的房子，隨著人民幣資產的到位，美元卻遲遲出
不來，他們只好另尋其他途徑，通過朋友的賬戶
幫忙儘快購匯、把資金轉移出來，用以提交在美
房產的首付。”

據田霞透露，她手中的大部分準備購置房
產的客戶已經基本將資金挪了出來。目前，外匯
出口吃緊，讓他們更加堅定地做這事情，毫不誇
張地說，不少先前有打算向海外轉移資金購房
的民眾，值此新政出臺，反而更加加快了手腳，
决定要儘快將資金轉移。

田霞說：“之前我的一位客戶，對于海外置
房一直處于猶豫不决的狀態，看到新政出臺，反
而堅定表示：一定要想辦法儘快把錢弄出來。也
就是說，雖然眼前的道路更艱難了，但是他們的
决心反而更堅定了。”

在此，田還提醒準備從中國轉移資產來美
國買房子的民眾要提前做準備，資金的處理也
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周期。為了規避美國相關
銀行在審查購房人的信用時，對購房者產生“洗
錢”的疑惑以及審問資金來源等更加麻煩的程
序，購房者通常要保證購房款在其美國賬戶中
存留2個月或更長時間，因為這樣看來，資金轉
移以及賬戶的信用會更加清晰。(待續)

購匯新政難擋來美購房熱情
陸陸客在美買買買

上

圖為去年9月美國一地產商在北京某房展會上向民眾介紹來美購房投資移民業務

I/房地產專日/170124A繁 房地產現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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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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170124A繁 房地產現況 下

購匯新政難擋來美購房熱情 下

買買買陸陸客在美

拉抬華人區房價？
有調查數據顯示，美國是中國民眾海外投資買房的首選地，

此次新政是否會對美國房地產市場帶來一定衝擊？
美國南加州地產從業人員對此眾說紛紜，不過能夠基本達

成一致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對美國地產進行投資的資金對于
美國整個房地產市場而言是九牛一毛，美國普通華人聚集區的
房價將會受此政策影響趨于理性，對于數額較大的房產或稱為

“豪宅”會受到小幅度影響。
據南加州華人地產區地產經紀人（Broker）周飛兵表示：“事

實上，這一政策對于中國有意向投資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人來說
的確起到風向標的作用，不過對于美國整個房地產行業並沒有
什麼影響。從數據上來看，近幾年從中國大陸過來美國這邊的資
金大約是每年100億美元，這一規模對美國整個房地產市場來講
只能算是九牛一毛。但對于美國華人聚集區的房地產市場還是
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的。”

周繼續說道：“從前幾年美國華人區房地產市場狀况來看，
當地華裔美國人所面對的最主要的買房競爭者就是來自中國大
陸的投資購房。對來自中國一線城市的民眾來說，洛杉磯華人區
的房價簡直太便宜了，所以前幾年不少大陸華人買家快速購進
了大量的美國華人區的房產，而且前幾年的購匯、外匯政策相對
比較寬鬆，大陸華人買家的錢也相對比較容易出來，相比現在當
時5萬美元分批匯出還是比較順暢的。因而，當時的情况，大陸買
家在這邊買個70、80萬美元的房子基本上是輕而易舉的。”

周飛兵還表示：“不僅前兩年，包括在2016年12月31日以後
‘外匯新規’出臺之後，以5萬美元為單次數額的外匯還是能夠出
得來，只是通常大家不會在購匯以及外匯單據上標明‘購房用’，
而通常標注‘旅游用’，通常這樣做的用戶還是能夠成功把錢匯
出來，只是在心理上會相對緊張。”

然而，舊金山灣區房地產市場經紀人田霞則表示，來自中國
大陸市場的購房資金對灣區房地產市場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她表示，根據前幾年的一項地產經紀統計，灣區高檔社區購買者
，來自中國大陸的買家占幾乎四成比例，目前灣區不少本地居民

以及其他族裔的民眾都曾在
過去的數年中憂慮會因中國
購房熱錢的大量涌入造成灣
區房產價格過高的現象，出
現類似加拿大的現象。

因而，這項政策的出臺
對于計劃通過正常渠道將錢
匯出並購置房產的華人買家
來說，的確會產生一定的壓力。不過田
霞也表示在海外購置房產對于不少大
陸投資人來說已經可以稱得上勢在必行，
所以該出來的錢還是會出來，只是途徑和
時間上有一些變化。

大陸六成高淨值人群計劃海外購房美西成首選
北京光明網報道，去年10月28日，胡潤研究院與匯加移

民連續第三年發布《2016匯加移民胡潤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
（以下簡稱白皮書）。白皮書基于2016年8月至10月胡潤研究院
與匯加移民對240位平均財富270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已移
民、正申請移民和考慮移民的中國高淨值人群進行的專項調研。
白皮書指出：中國高淨值人群平均海外金融投資額占平均財富
的15%；同時，該人群中有超過六成的人在未來三年有海外投資
住房的打算。

調查數據顯示，高淨值人群平均海外金融投資額為398萬元
，占到平均財富的15%。“分散風險”超過“子女教育”重新成為高
淨值人群海外金融投資的最主要原因，占比25%；“子女教育”退
居其次，占23%；再次是移民，占22%。胡潤表示：“這份報告的被
訪者比普通的高淨值人群更
國際化，我認為他們是中國第
一批全球公民，財產的 1/3已
經用到海外置業和金融投資。
”

白皮書顯示，中國高淨值
人群的海外投資理念較為保
守。在海外金融投資的方式上
，外匯存款的投資比例最高，
為31%，其次是基金15%，保險
也有 13%。開設海外公司、風
投/股權投資等高風險的投資
比例不高。

白皮書顯示，未來三年，
高淨值人群海外置業的需求
市場依然很大，打算在海外配
置投資性住宅的高淨值人群
超過 6 成，僅 11%的人群表示
不打算海外置業。同時，海外
置業的服務需求也較大，投資

諮詢（53%）是高淨值人群最期望通過海外置業服務機構得到的
服務，其次是海外房產市場制度等信息的提供（43%）、海外房產
經紀人（32%）等。

2016年，匯加移民研究院和胡潤研究院以教育、投資目的地
、移民政策實用性、海外置業、個人所得稅最優、醫療系統有效性
、護照免簽、華人適應性八個單項指標作為評判標準打分，綜合
所有數據後，選出了其中排名前十的國家。美國、英國和加拿大
成為最適合中國高淨值人群投資移民的國家，其次是澳大利亞
和新加坡，愛爾蘭首次進入前十。

排名顯示，美國西部最吸引中國高淨值人群移民和海外置
業，特別是洛杉磯、舊金山和西雅圖，其中西雅圖連續兩年上升，
超過紐約進入前三。溫哥華和多倫多連續兩年下降，今年分別位
列第六和第十。新西蘭新進前十。英國還沒有受到脫歐等政策面
的影響，倫敦依然排名14不變。香港下降4位到第16。(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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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都在思考生活中的重大決定：該如何選擇職業
、上大學、挑配偶和所居住的城市？在這些決定中，購房是我認為
排名第一困難的。

首先，情感上很難。像許多重大決定，購房傾向于情感化，而
不是冷漠理性。人們一般不單純的選房子，他們更多是愛上、看
中。

相房子的過程有一部分是出于審美：走進一個地方你在10
秒內獲得的感覺——開心快樂和覺得就是它了！

另一部分則是出于渴望：當人們愛上房子，他們並不只是愛
上墻壁和屋頂，他們還愛上對未來生活的美好願景。

做決定的過程往往頭緒太多、不可捉摸。當你買房子的時候
，你將基于你無法控制的一組情緒而做出壓力山大的財政決定。

每個人在看房的當下，丘比特的箭頭開始四處瞄。
你發現自己在談論要把家具擺在哪裏；當地產商提到某些

地方的缺陷時，你開始產生防御心理；你感覺到向你的朋友炫耀
房子的衝動；你走進舒服的臥室和浴室；你覺得若沒買下這一切
會扼腕嘆息。

其次，選擇房子在心理上很難。整個過程迫使你區別你想要
什麼和你真正需要的。

房地產經紀人有一句話說，“買家總說謊”，因為購房剛開始

時，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你可能夢想擁有一個不大不小折衷的

房子，房間有采光、稍帶異國情調，在那裏你
可以宴請親朋好友，並主持大小聚會。

但是當你接受調查被問到什麼樣的房
子才吸引你時，你意識到你實際上愛的是個
人隱私；你不在乎室內設計，也不在乎尋找
迷人的內觀；在現實生活中，鄰居不吵就壓
倒一切，因為疲憊的一天工作下來需要寧靜
的安撫！結果，隱私和寧靜的生活躍居為選
房的第一標準！

一家一戶的看房子很累人。在購房熱情高漲的當下，一系列
的審查、評估和價格談判就像潑了冷水。你不知道賣家在想什麼
，或者你在這個過程中什麼時候被榨乾精力。所以必須頭腦冷靜
，壓抑情感用事，采用某些心理技巧務求客觀。例如：

假裝你是建議身邊的朋友，而不是你自己時，你如何做出關
于購買意向和討價還價的重大決定？

你怎麼知道你已經對市場進行了充分的走訪調查，沒有錯
過任何一間更好的房子？

一開始的時候，告訴自己你會造訪50家。走完18家後，不提

出任何購買意向。然後在碰到下一個比前面18家都更好的房子
時，提出報價。

你如何強迫自己在談判過程中毅然而然地放棄？提醒自己，
這不是一個狹隘的買或不買的選擇。天涯何處無芳草，市場上還
有很多其他房子可供選擇。

總體來說，購房總是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錯誤、小家的事
情上。大家只看重房子的功能，而不是社會關係。購房者所選擇
的社區以及其中將發生的社會關係，比他們所喜歡的房子結構，
對社會能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204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買房要懂的事美國買房要懂的事：：
做決定沒有那麼難做決定沒有那麼難

善用這六大扣稅項目善用這六大扣稅項目

從維修、保險到地產稅，擁有房屋帶來很多開銷，但是一個
重要好處是可申報扣稅。若你是新屋主，以下是切勿錯過的六項
扣稅：

1、房貸利息扣減
剛開始還房貸，多數錢用來付利息而非本金，可能讓你感到

灰心。但是房貸利息可以扣稅，若你是單身報稅者，最多50萬元
房貸的利息可扣稅，夫婦聯合報稅則為100萬元。

2、裝修貸款利息扣減
若你為了裝修房子而貸款，你可扣

減你付的利息，沒有金額上限。唯一要
注意的是你的貸款必須用于改善硬件
設施，而不是修理。若你借錢以加裝新
欄杆、完成地下室或增建，你可扣減你
付的利息。但若你申請貸款是為修理漏
水屋頂，那就不能申報扣稅。

3、私人房貸保險扣減
付頭款低于20%的屋主，需付私人

房貸保險(PMI)，但若你所得不高，你可扣減所付的保費。若你是
單身報稅者，年收入5萬元，或是夫婦聯合報稅，年收入10萬元，
PMI扣減額逐漸減少，單身者收入超過5萬4000元，或是夫婦聯
合報稅，收入超過10萬9000元，就不能申報PMI扣稅。

4、房貸點數扣減
一些屋主付房貸點數，就是先付費以換取較低利率。房貸一

個點等于貸款的1%，所以房貸愈多，每一點也愈貴。但是點數可
扣稅。

5、地產稅扣減
美國屋主平均年付2000元地產稅，但在一些州金額更高。

你可申報地產稅扣減，但要在你付稅的那一年申報。地產稅經常
以季度帳單支付，若你在2016年底付了2017年地稅的第一部分
，你可在2016稅年申報扣稅。

6、家庭辦公室扣
減

若你自雇，家中有個專
用空間來工作，你可申報家
庭辦公室扣減。先計算一年
開銷，例如水電、網絡和屋
主保險，然後計算辦公室在
住家的占地比率，再算出扣
稅額。(文章來源：網絡)

換新房可以省下大把錢換新房可以省下大把錢！！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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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55房地產現況5Status of Real Estate

不平凡的2016年結束了，想要在美國買房
的你，還在猶豫嗎？今年不買的話，明年買房的
成本或許會更高。

一方面，美聯儲已經加息25個基點，美國
房貸利率不斷上漲，從而導致買房成本增加。

美聯儲在上周三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從

0.25%~0.5%升至0.5%~0.75%，符合預期。這是
美聯儲一年來首次加息、十年來第二次加息。
美聯儲預計2017年加息三次，比9月會議時預
計的加息兩次要快。

美聯儲在2008年底將利率降至近0水平，
此後維持了大約7年的超低利率。去年12月，美

聯儲開啟十年來首次加息，
官員們同時表示今年將繼續
加息，預計會有四次加息。然
而年初金融市場出現大幅震
蕩、海外經濟形勢不穩、美國
勞動力市場報告一度變糟、
英國退歐、美國總統大選等
因素，令美聯儲在今年前 11
個月中都未能加息。

美聯儲在聲明中表示，
通膨預期已大幅上升，貨幣
政策依舊寬鬆，這將使勞動
市場情勢進一步轉強，並使
通膨率回到2%。另外，美聯
儲也重申將以“漸進”步調升
息，未來決策將取決于經濟
數據。

如果美聯儲在2017年如

預期加息的話，住房貸款利率也會相應提高，
房貸成本將會更高。

另一方面，美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現狀，
也導致明年買房或將更難。

據美國Mercury News網站消息顯示，很
多美國人都想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但以
美國房產市場的現狀來看，買房並非易事。那
麼，美國房產市場的現狀到底是怎樣的呢？

美國房產市場的現狀大概可以總結為以
下8點：

1、住房擁有者數量增速加快
2015年，美國新增130萬住房擁有者，回到

了正常趨勢。在2013年，美國僅增加了65.3萬
住房擁有者。

2、獨棟住房面積變大，
公寓面積變小

數據顯示，去年，美國新建獨棟住房的平
均面積為2467平方英尺，而新建公寓的平均面
積則為1075平方英尺，低于2007年的1200平
方英尺。

3、自建房較少
去年，美國只有110萬家庭選擇自建房居

住，比經濟危機之時增加了10.8%。

4.高租金
租房者平均花費30%的收入在房租上。在

紐約、舊金山等大城市，花費50%的收入租房
也很常見。

5、為了買房少吃飯

房貸壓力最大的25%人群每個月的飲食
支持減少了41%，此外還有一些人減少了健保
支出。

6、建築工人高齡化
由于裁員人數增多、新房建設增加，更多

人選擇做建築工人。2014年55歲以上的建築工
人數量比2007年增加了16%。

7、政府支持不足
只有四分之一的符合住房補貼要求的租

客領取了政府資助。這意味著政府支持不足。

8、貧困社區翻倍
2000年到2014年，美國貧困率超40%的社

區數量翻了一倍，達到1370萬個。這與社區之
間的種族隔離有關。25%貧困人口為非裔，18%
為西班牙裔，6%為白人。

土地越來越少、房價越來越高等因素導致
買房難，美聯儲已經加息，而且預期今年還將
加息3次，美國房貸利率會不斷提高，今年不買
，明年成本或更高！(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204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20172017年美國買房會更難嗎年美國買房會更難嗎？？
美聯儲已加息美聯儲已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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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6護照綠卡

川普即將調整H-1B簽證政策
矽谷和留學生將受到影響[上]

繼下令暫停收容難民並禁止7個穆斯林國
家公民入境之後，川普下一個行政命令可能針對
H-1B簽證，高科技行業每年招聘大批外國高科
技人才的工作簽證計劃。一旦該命令成為現實，
將會給想要在美國發展的留學生和矽谷帶來重
大衝擊。

川普下令暫停收容難民並禁止7個穆斯林
國家公民入境的舉動，在全美多地引發大規模的
抗議示威活動，移民比重較高的矽谷高科技領域
同樣也舉行類似的示威活動，科技巨頭們如谷歌
，Facebook，微軟等也強烈反對。而川普的下一步
政策更是直接影響到每年雇傭大量外來員工的
科技公司。

據彭博報道，川普政府已經起草一份行政
命令，對H-1B簽證計劃進行大幅修改，旨在確
保美國人優先獲得工作機會，這也符合川普的美
國優先政策。根據這項行政命令草案，各企業在
招聘時須優先雇用美國勞工，假如不得不雇用外
國勞工，也須優先給予本國勞工最高薪酬。

一旦該命令通過並執行，意味矽谷各大高
科技公司，如穀歌、蘋果、微軟、亞馬遜等，在招聘
員工是將面臨重大挑戰和變革。矽谷領導集團
(Silicon Valley Leadership Group )首席執行官瓜

爾迪諾(Carl Guardino)指出，包括創新經濟在內
的美國經濟，是靠移民、難民的勤勞、勇敢、智慧
打下的基礎。他說：“事實上，美國財富500強公
司中40%是由移民或移後代創辦的。矽谷的命脈
在於高科技工程師，而我們的工程師中有53%來
自其他國家。”

美國每年向技術人員發放6萬5000份H-1B
簽證，另外還有2萬份發放給美國畢業的外國留
學生。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
數據，2013年約有2萬7000份簽證發放給灣區的
高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公司表示，他們需要這些
人員來從市高科技工作。

該草案針對的對象還包括參加暑期工作的
大學留學生簽證，臨時農業工人簽證和其他工作
簽證。草案指出，這些工作計劃應以保護美國工
人和現有合法居民的公民權利為準則，“應優先
保護美國工人 - 那些被遺忘的工作人員 - 以及
他們的工作。”

該草案要求相關政府機構分析簽證計劃對
美國工作市場的影響，並制定新法規以保護美國
工人。白宮新聞發言人斯派塞(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Sean Spicer )在星 30 日回答記者關於
H-1B簽證的提問時，沒有明確表明將會出臺這

一行政命令。
不過有

不少人表示，
H-1B 計劃被
一 些 公 司 濫
用，讓大批美
國 人 失 去 工
作。例 如，在
加 州 大 學 舊
金 山 分 校
(UC San
Francisco)， 由
於 技 術 外 包
導 致 幾 十 名
科 技 人 員 失
業，學校因此
被 指 控 濫 用
H-1B計劃。

霍華德大
學 ( Howard
University )公
共 政 策 教 授
希 拉 (Ronil
Hira)認為，根
本 的 問 題 在
於，企業可以
支付給 H-1B
簽 證 持 有 人

比美國工人更少的工資，所
以企業更傾向於雇傭 H-1B
簽證持有者。而針對此問題，
加州眾議員伊薩(Darrell Issa)
曾有提案要求將H-1B簽證持有者的最低薪資
由6萬美元提高到10萬美元，試圖以此遏制企業
濫用H-1B簽證計劃。上周眾議員洛夫格倫(Zoe
Lofgren)提出一個類似提案，她表示，希望立法將
H-1B計劃重新聚焦其初衷，吸引世界上最優秀
的人才，來填補美國人才市場的空缺，為美國創
造就業，而不是取代美國工人。

但瓜爾迪諾認為，美國沒有足夠的人才來
滿足其對技術工人的需求，而且對簽證的限制可
能會讓矽谷高科技公司因此喪失頂尖人才。他指
出，打擊H-1B簽證的後果，可能是讓更多的公
司為追求高端人才而轉移到海外，“反而給美國
的就業和經濟發展帶來極大不利”。

川普或向留學生開刀 留學路和留美路都
不好走

根據僑報昨日報道，美媒Vox公佈的一份
行政令草稿內容(此份行政令草稿只是網傳，內
容真假仍需核實)表示川普要改良現行 CPT、

OPT制度，取消H1B抽籤制度，以確保美國本國
學生不會在職場處於不利地位，避免移民搶本國
人的工作。對於奧巴馬執政時期將STEM(科學、
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 專業的學生 OPT時間由
12個月延期到36個月，川普會提議撤銷此政策。

如果OPT簽證真的取消，意味著留學生的
學生簽證過期後要立即回國。這對很多還在讀書
、希冀留在美國工作生活的外國學生來說，如同
一道驚雷。而OPT被取消也勢必會影響接下來
到美國留學的人數。

據最新統計，在美國大學的外國學生中，中
國留學生占全部國際學生 31.5%，2015-2016 學
年比上一年增長8.1%。另據所讀學位統計學生人
數，外國學生攻讀大學和研究生學位分別增長
7.1%和6%。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選擇性實習培
訓”(OPT)，在2015-2016學年，OPT國際學生增
加了22.6%。特別是STEM專業的學生OPT延長
至36個月更是擴大了實習的人數。(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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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川普當選後，新政府可能對國際留學生採取
緊縮政策，特別是大選期間，川普發表一系列針對
特定外國人和宗教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2015年12
月，川普呼籲“暫時禁止”所有穆斯林教徒(Muslims)
進入美國，川普競選運動全國協調人Sam Clovis告
訴媒體，打算針對穆斯林國際學生頒佈禁令。

今年8月，川普又建議對入境的外國人進行
意識形態測試，暫時停止給“輸出恐怖主義”的地區
發放簽證。當時他說，美國只能接納“那些分享我們
的價值觀並尊重我們人民”的入境者，“除了篩選出
所有同情恐怖團體的成員外，我們還必須封堵任何
對我們國家或原則持敵對態度，以及相信伊斯蘭教
法應取代美國法律的人。那些不相信我們憲法或支
持偏見和仇恨的人，不會被移民進入我們國家。只
有那些被認為能在美國蓬勃發展並擁抱寬容的美
國社會的人，才可以獲得簽證。”

川普的言論在美國大學校園引發了一系列衝
突和辯論，許多依賴國際學生的大學校長們擔憂，
這位總統候選人可能會嚇跑外國學生，以及未來可
能緊縮國際學生簽證政策。來美國留學的人也十分
擔憂，雖然中國不是穆斯林國家，卻也是不同社會
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如果川普上臺後擴大緊縮

留學簽證範圍，中國學生就不
會象現在這樣容易拿到簽證。

對於美媒公佈的針對留
學生的新政傳聞，專訪了曾威
達(Franklin Tzeng)移民律師，提
供給大家曾律師的看法和建議
。

曾律師認為美媒 Vox 公
佈的行政令草稿可靠性很高，
但內容最後會不會被修改仍不
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行
政令是真的，那對留學生的影
響如下：

1. OPT 時間會被縮短很
多，特別是學習STEM的學生。

2. 之前H-1B的配偶可以
合法拿到工卡並工作。但這個
行政令會把這個取消掉。

3. 國家國土安全局(De-
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會開始調查留學生工作環境。

4. 加大對外國學生的監
控，對於 OPT 進行
改革，以防止美國
學生在勞動力中處
境不利。

對於留學生
的建議，曾律師認
為，大部分留學生
在美國都已經有本科學位，或者是從國
內大學畢業到美國讀碩士或者博士。根
據政策，持有本科學位是可以申請
H-1B的。努力找公司，找工作，爭取到
留下來的工作簽證身份是學生的第一
個考慮。

同時，曾律師推薦學生在選擇專
業方面往 STEM 領域考慮，因為科學、
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在美國屬�高薪
職位，目前也很需要這些領域的人才。
而且，這些專業畢業的學生在任何一個
國家包括美國都是很受歡迎的。如會計
，醫生，律師，電腦，工程師等職業也是
相對安全的，因為無論川普如何改變移
民法律，這些工作領域的技術人員都是
美國最希望保留的。

另一方面，曾律師認為學習如市
場營銷、文科類專業的學生較難找到工
作機會，因為薪水不會很高，被取代性
也很高，所以 H-1B 會相對難批。將會
給想要在美國發展的留學生和矽谷帶
來重大衝擊。

川普即將調整H-1B簽證政策
矽谷和留學生將受到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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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88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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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入鄉隨俗，剛到美國不久的華人，常常會
因為生長的文化背景不同，和對美國社會生活
丶風俗習慣的瞭解不夠，而＂出洋相＂鬧笑話。
下面就為大家介紹一些在美國生活應該掌握的
小竅門，或應該瞭解的美國人的社會風俗習慣
。

1丶許多中國人剛到美國時完全沒有付小費
的概念，常常因此搞得大家很尷尬。其實，在美
國很多地方都需要小費，例如餐廳丶理髮等通
常占10%-15%的消費；旅館丶計程車等通常只
需要1至3美元。此外，您還應該瞭解，美國的餐
廳一般一桌只有一個服務生，一開始是誰幫你
點菜的，待會有什麼事情就找他，因為你的小費
只付給他，所以其他服務生沒有義務幫你。

2丶Rebate和 cash back都是在美國經常用到
的促銷方式。所謂rebate就是把東西買回家之後
，填一份申請書，付上產品的電腦條碼（UPC），
連同收據寄給製造商，他們回寄你支票；而cash
back就是在結帳的時候直接退還現金給你。附
記：良好的節儉習慣是留學生活的根本。

3丶很多場合會要求出示身份證件，特別是附
有照片的證件，如銀行開戶，餐廳酒吧點酒，使
用支票購物，到郵局領包裹等。可用來證明身份
的證件有駕照（可持護照丶出生證明丶居住地
證明向各地汽車監理站申請）丶學生證丶信用
卡等。附記：駕照於筆試後即可得到，但無法開
車，需要另外考路試才可駕駛。

4丶在美國念書，一定要強制保險，多數學校
明文規定沒有保險，就不能註冊。學生保險的費

用大約是五百至一千美元。整個家庭大約在二
千至三千美元之間。選擇保險要注意可能發生
的疾病，是否在Cover的範圍，還有Cover的比
例是多少。美國保險是部分給付，而且要超過一
定金額，稱之(deductible)。一般保險 Cover 的範
圍是＂醫療上必須＂的。附記：如果學校沒有一
定要申請，另外治牙費用不在保險範圍內；大病
通常都需要自己購買保險。

5丶美國社會現在幾乎是持卡時代，隨身不帶
太多現金，以免招來危險。有時在餐館使用百元
大鈔，還會引來不便，不如隨身攜帶提款卡及信
用卡，使用方便。雖是如此，但隨身不妨多帶些
quarter，一來可打電話，二來可付小費，或其他
投幣之用。附記：如提取大量現金（超過2000美
元）需要提前電話預定。

6丶各種帳單應準時支付，帳單上多會載明付
費截止日期，最好能夠提早一周左右支付。萬一
誤時，不僅可能會遭罰款，同時也會使自己信用
掃地。附記：在美國信用大於一切，信用不好今
後買房丶買車困難，甚至連工作都難以找到。

7丶美國人喜歡養寵物，特別是狗和貓，但是
在未經主人同意時，最好別隨意逗主人家的狗。
美國人帶狗去住宅區散步時，會帶著為狗清除
糞便的工具與袋子。有責任心的美國人會將家
中養的狗貓帶去獸醫那兒做節育手術的。在美
國虐狗等同於虐人，不喜歡狗的朋友需要避讓。

8丶有人打噴嚏時，美國人就會異口同聲地對
他說"Bless you"，打噴嚏的人也都會說"Thank
you"致謝；在公共場所避免打嗝，如果不小心打

了嗝，就得趕快說聲\"Excuse me\"。切記，瞭解
並遵從簡單的生活習慣，有助於讓你很好地融
入美國社會。

9丶在美國公共場合例如公交車丶地鐵不要
大聲喧嘩，注意排隊上車。

10丶萬聖節在北美有習俗，小孩子會挨家挨
戶敲門，你需要準備些糖果，否則你的窗戶可能
不保。附記：這是北美的習慣，警察不會管的，自
己多準備些才是硬道理。

11丶租房在美國很關鍵，學校裡面比較貴但

是安全係數比較高；外邊自租相對自由也可以
有更多選擇，費用也會相對便宜，但要看清楚房
費是否包含各種水電費。附記：自租儘量避免在
犯罪率高的區域，那裡相對便宜但是安全係數
真的不高。

12丶BOXING日是美國一年一度的打折日，
也是華人採購的最好時機。如你需要購買心儀
的商品，需要提早去排隊，否則好東西都沒有了
。

想像不到的美國風俗
趣事一：美國最土的是什麼？

滿大街都是穿著印著州名的T恤還有衛衣。想像一下，如果中
國人都在衣服上印上「河南、河北、湖南、江西......」會是怎樣一副
情景？

除了穿印有州名的衣服，穿印著各個大學名字衣服的也不少。
在機場候機的時候，都能看到機場的商店裡在賣這種衣服。去過
幾個大學參觀，大學裡面的紀念品商店裡也都是賣這些，此外還
有印有學校名字的杯子、鑰匙扣等生活用品。儘管只是高中，也
到處都是學校的紀念物品，也是一種美國文化。
趣事二：冰箱貼

到了美國你難免會出去逛，去幾個景點，景點裡也都有紀念品
商店，賣印有標誌建築、當地風光的周邊產品。明信片自是不必
說，另外一個哪兒都能看到的東西就是冰箱貼，無處不在。

除了最普通的冰箱貼，還有一些冰箱貼做成了開瓶器。有的學
生去到當地的家裡冰箱上就貼滿了各地搜羅來的冰箱貼，很有
意思。
趣事三：無處不在的冰塊

想像一下如果是在熱帶，冷飲裡都放冰塊是能理解的，除了氣
候原因，也是因為加冰可以減少糖的攝入。但是美國這個四季分

明的地方，冬天在餐廳要杯水，上來的
都是冰水混合物。

這個讓很多學生一開始就完全沒法
理解了。其實有的說法是因為在冰水的
刺激下，人都會吃得比需要的多一些。
趣事四：為「糖」而狂

只要你看過美國人做餅乾，不用多，
看一次，估計就再也不敢吃那些餅乾了
。基本上一半都是糖。特別是 chocolate
chip cookies 和 peanut butter cups。

關於糖最明顯的體現就是在萬聖節。
美國孩子萬聖節要到的糖果能吃很久。
真的是很多很多。2014年，美國人在萬
聖節花了22億美元買各種糖果。
趣事五：結婚禮物

說到中西方的婚禮。大家對「份子錢」這件事情很好奇。
各大購物網站上都提供一個功能，叫做 gift registry 或者

wedding registry。如果你要結婚，你就可以在上面創建一個單子
把你想要的禮物都加進去，發鏈接給你的朋友。更常見的是參加

婚禮的朋友，可以在指定的大型購物網站上面搜你的名字，找到
你的清單，從清單中選一個作為禮物，選了之後，這個選項就會
從清單上消失。非常人性化的設計對不對？
清單上比較常見的包括廚具之類的，有貴的也有便宜的，朋友們
就挑著買。大家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禮物清單喲。

在美國生活的小竅門在美國生活的小竅門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0206A 簡

（來源:僑報網）隨著報稅季的到來，美國人
開始收集所有與報稅有關的表格資料，或者想
象著那麼一大筆的退稅能不能按時收到。但是，
他們是怎麼完成這一艱巨的工作呢？

多種報稅方式
從報稅軟件程序到稅務師，很多方式都可

用於2017年報稅，但搞清楚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可能很難。正因為如此，GOBankingRates 對 5,
028美國人報稅的習慣方式進行了調查。結果怎
麽呢？

34.5%使用軟件工具
這是目前最流行的報稅方式，超過三分之

一納稅者采用了這一報稅手段。之所以受歡迎，
一是它易於操作，二是成本較低。

對 於 普 通 用 戶，個 人 或 家 庭 的 網 上
(on-line)聯邦報稅軟件價格範圍，從TaxACT基
本版的免費，到為那些投資和/或出租財產者準
備的TurboTax高級版(Premier)的49.95美元。個
體企業可使用價格為74.95美元的TurboTax“家
庭和企業版”（Home & Business）。

最便宜的網上報稅版本是包括一個州電子
報稅的 TaxACT，為 16.95 美元。H&R Block's
Tax Cut網上高級版是34.95美元，另一種用戶
必須下載的“家庭與企業”版本為79.95美元。

36.8%聘請專業會計師
聘請會計師報稅也是一樣常見的報稅方式

，28.5%受訪者表示喜歡這種方法，另外8.3%會
選擇H＆R Block這類的公司。這意味著大多數
人寧願多花錢也不願自己完成這個苦差。

國家會計師協會的數據顯示，2015年平均
費用為273元。

10.9％請家庭成員或朋友幫忙

這類人很幸運能找到為他們服務的家
庭成員或朋友，而且這類幫助通常還是免
費的。

但是，如果是一個非專業人士，可能在
填寫時會出現較多的錯誤，在國稅局和州
稅務總局處理時就會有麻煩。

8.5％人工填寫
大約 8.5％受訪者采用最原始的筆和

紙方法，他們並不為電子申報的簡便所動。
2015年國稅局收到的1.505億份報稅申報
表中，85.6％是通過電子軟件和專業人士
完成的，這意味著其中14.4%由手工填寫。

人工填寫最大的缺陷是容易出錯，
IRS 估計約有 20%的錯誤率。好處是便宜
很多，因為大多數美國國稅局報稅表格可
以在許多圖書館和郵局免費領取。

9.2％不報稅
這類人有些年收入低於10,300元無需申報

，也有些是需要申報而不做的。

老少有別
18 至 24 歲年輕人 20.7%表示不

報稅，可能的原因是他們中大部分還
在上學或做兼職，收入不高無需報稅
。另外，19.7％表示，朋友或家庭成員
為他們申報，說明大部分年輕人與父
母聯合報稅。

有 趣 的 是，這 個 年 齡 段 高 達
10.3％受訪者表示，他們會手工填寫
報稅單。這個比例之高，與45歲至54
歲的相當。

聘請專業人士和使用軟件程序
這兩種報稅方式普遍受到年輕人的
青睞。他們最有可能使用數字或在線

工具提交稅單，高於年齡在25至34歲的45.5％
和65歲及以上的26.2％。

相反，65 歲及以上納稅人 42.5％願意通過
專業人士完成報稅，是25至34歲21.3％的近兩
倍。

男女有別
調查發現，女性更喜歡使用傳統報稅方式

或求助於朋友或家庭成員。而男人更可能手工
完成、聘請會計師或不報稅。男女都可能更喜歡
使用報稅數字工具或軟件。

美國本科留學早申錄取
通用申請CA系統仍占主流

今年適逢美國本科申請兩大改革：一是SAT在今年3月份
啟動了新的考試；二是發佈了新的申請系統（CAAS）。這些改革
對美本申請造成了哪些影響？隨著2017年本科秋季入學（美國稱
為2021屆）的逐步放榜，啟德教育美國產品中心對幾所頂尖院校
的提前錄取數據進行了分析：

哈佛大學 13 日公佈了 2017 年秋季本科入學提前錄取
（REA）數據。不出所料，今年哈佛提前錄取申請人數延續了增長
趨勢，比去年增長了5%，共有6473名學生申請，錄取了938名，錄
取率14.5%。這也是自2011年哈佛開始恢復提前錄取以來，錄取
率最低的一次。去年同期有6173人申請哈佛提前錄取，最終錄取
了918人，錄取率14.9%。

哈佛大學同時公佈了此次錄取的學生族裔構成：938名學
生中，非裔美國人占比12.6%，比去年增加了3個百分點。亞裔美
國人21.7%，比去年同比下降了2.4個百分點。拉丁裔美國人占比
8.8%，比去年同比下降了1個百分點。原住民占比1.1%。白人及國
際學生比例暫未公佈。

2017年秋季入學目前新SAT的在申請中的影響還不明朗，
但新的申請系統（CAAS)，根據哈佛的統計，此次只有39個學生
用到這個系統，絕大部分學生用的是“通用申請”系統（common
application）

賓西法利亞大學提前錄取（ED）有6147名學生申請，錄取
了1354名學生，此次提前錄取申請學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

比四年前增長了28%，為歷年提前錄取
申請人數最多的一次。

賓大也公佈了提前錄取學生的構
成：申請人來自美國46個州，以及華盛
頓、波多黎各和44個國家；13%的國際學
生；52%女生（今年賓大工程學院提前
錄取的學生中，女生達到了50%）

哥倫比亞大學今年有4086名學生
申請提前錄取（ED），申請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6%；但哥大未
公佈今年具體錄取數據。去年哥大提前錄取有3520人申請，621
人被錄取。

今年康奈爾大學提前錄取（ED）有5384人申請，申請人數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0.3%，十年內提前錄取申請人數增長了78%
。今年康奈爾提前錄取了1378人，錄取率為25.6%，略低於去年的
27.4%。國際學生占比14.4%。44%的學生提交的是新SAT，35%學
生提交了舊SAT，53%的學生提交了ACT，其中有不少學生提交
了兩種考試成績其中提交ACT的學生占比有顯著提高。

通過這些錄取數據，可以看出以下三個特點：
1、新的申請系統CAAS 在今年申請中占比非常小。
新的系統今年剛剛啟用，預計會在3-5年後達到或者超過

通用申請系統（common application），對於明年要申請的學生，預
計影響不大，對於兩年後申請的學生需要非常重視，因為CAAS
更重視平時的記錄，而不是像通用申請系統那樣在申請時才開
賬號填寫申請信息。

2、新的SAT啟用後，提交ACT成績的學生占比會增加。
從康奈爾大學的數據可以看出，今年申請的學生很多提供

了新舊SAT成績，同時有一半以上的學生提供了ACT成績。一
般來說，東部的大學提供ACT成績的比例不高，預計是因為新
SAT考試3月份啟用，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很多學生為了避免失
誤，採取了考ACT的策略。對於還未決定是考SAT還是ACT的

考生來說，提前做一些瞭解，看自己更適合哪個考試。
3、提前申請學生越來越多，如何應對？
從以上幾所大學公佈的數據看，提前申請的學生逐年上升

，提前錄取率逐年下降。那對於將來要申請的學生來說，是否一
定要提前申請呢？

在今年的提前招生中，哈佛大學錄取與獎學金辦公室主任
William R. Fitzsimmons對提前錄取表達了擔憂。哈佛在提前錄
取中發放了50%左右的offer（去年哈佛一共錄取了2037人，其中
提前錄取918人），即提前錄取基本鎖定了一半的學生，而且這個
比例也在逐步增加。作為哈佛大學來說，並不希望過多的學生把
重點都放在申請提前錄取，主要原因是學校希望學生對學校選
擇能有長遠考慮，常規申請會有更充裕的時間，也能在申請中體
現更多的課外活動。

哥大的回應是，雖然提前申請錄取率高，只是因為提前申
請是一批自身條件較好的學生集中在一起，導致錄取率高，哥大
不會因為提前申請而降低錄取標準，哥大強烈建議是只有哥大
是你的第一選擇時才考慮申請哥大的ED。

結合這些數據，啟德教育美國留學專家認為：提前申請是
美國大學競爭的一種策略，目的在提前鎖定人才。短期看，這種
競爭策略不會改變，即提前申請的政策各個大學近期不會取消
。需要注意的是，提前申請並不是降低標準。如果你在11月1日
之前準備好了，那可以嘗試提前申請；如果你在11月1日之前還
沒有準備好（如託福或者SAT未達理想分數，11-12月有重大獎
項、論文發表等），則建議常規申請。如果未準備好而強行申請，
很可能導致拒錄，則該校常規申請機會就喪失了。

分清楚常規申請中ED, EA, REA等的異同。簡單來說ED
是錄取後必須要就讀的學校，選擇一定要慎重。EA/REA雖然不
強制要求入讀，但如何優化選擇，同樣需要深思熟慮和專業的指
導。

美國人怎麼報稅的美國人怎麼報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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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析中餐館最受歡迎名字美媒析中餐館最受歡迎名字
““熊貓熊貓””上榜上榜

（來源: 中國新聞網）
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裔記者李競曾和其他

人合作拍攝一段尋找左宗棠雞這道菜起源的紀錄片。左宗棠雞可
能是西方世界最受歡迎的中餐菜品，但是跟很多美國人吃的中餐
一樣，這個名字可能來源於口口相傳產生的誤會。

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8日報道，美國的中餐
館數量很是龐大，約在5萬家左右。根據李競的說法，美國的中餐
館數量要超過麥當勞、漢堡王、肯德基以及溫蒂漢堡(Wendy's)加
起來的總數。

美國中餐的“風景”不只是因為菜肴，
更有趣的是這些中餐館的取名結構。

在美國，如果開一家沒有那些美國人
已經愛上的食物的中餐館，想要吸引顧客
會很困難。同樣的，如果你的中餐館沒有
人們熟悉的名字，很可能也會失敗。

美國人已經習慣了類似“金龍自助餐
”(Golden Dragon Buffet)這樣的中餐館名
字。如果你開的中餐館取名太過西化，很
有可能就根本無法吸引那些想要吃中餐
的人。

不過，李競也指出，這樣的狀況並不
只是中餐館才會遇到。不管是其他亞洲菜
，甚至歐洲菜，也都是一樣，會使用一些特
定的語句或者詞語。

想要瞭解美國的中餐館取名上到底
有什麼特點，《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分
析了美國知名點評網站 Yelp 上的數據。
這家公司提供了約4萬家中餐館的名字。
在經過篩查後，這些數據顯示出了一些有
趣的特點。

在該網站上搜集的中餐館名字中，使
用最為頻繁的字眼並不令人意外，“飯店”
(Restaurant)、“ 中 國 ”(China) 和“ 華 人 ”

(Chinese)並列最高，約有15000家中餐館都用了這些字樣
。

因為著名連鎖餐廳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的影響，
快餐(Express)是次受歡迎的字樣，有超過3000家餐館使用
。另外有2495家餐館使用熊貓作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

另一個頗受歡迎的字樣是來自粵語發音的“鍋”(Wok)。另外，
使用地點的中餐館名字中，最受歡迎的是“花園”(Garden)、“房屋”
(House)和“廚房”(Kitchen)。

有趣的是新和老兩字之間的差別，“新”(New)字排在最受歡

迎的第11名，有超過1500家餐館名字中含有該字。但是“老”(Old)
字只出現了31次，這些餐館的名字大多類似“老北京”或者“老四
川”。

最受歡迎的顏色則是“金色”(Golden)(1238家餐館)，次於熊
貓最受歡迎的動物是“龍”。

中餐館在美地位崛起 中國移民和遊客貢獻最大
（來源: 僑報網）

《赫芬頓郵報》5月11日報道，160年以來，中
國食品在美國都是以中餐館提供的食物為主要
形式出現。由於開中餐館的人大多是中國移民後
裔，他們現在所提供的食物，通常融合了美式風
味，而並非正宗的中國菜。不過，這種情況在近五
年發生了變化：由於中國本土民眾越來越多的湧
入美國，中國餐廳也正在影響著美國。

正如前面所提，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到美國
，他們或是遊客、或是留學生，他們擁有一個共同
的特徵 ——都有一個“中國胃”。也正因如此，他
們來到美國後都會尋求符合他們胃口的中國菜。
這並不是一個新的現象，在30年前就曾有中國
遊客只為吃到一口正宗的中國菜花幾個小時跑
到洛杉磯華埠。

而往往那些滿足“中國胃”的中餐館通常都
開在地理位置偏遠的地區，少數華人社區當然也
能看見一些中式餐廳，總之，過去的中餐館都是

圍繞在華人聚居區域開設。
但是現在，隨著來美中國遊客數量的不斷增

多，中國餐飲在美國已經開始形成獨立的市場。
報道稱，這個引人注目的變化歸因於中國國民經
濟實力的上升。

一些來自香港、上海和北京的人們越來越喜
歡來美國遊玩，洛杉磯（Los Angeles）地區的高檔
購物中心也為了迎合這一趨勢，在每一家商店都
至少安排一位中國員工。

在科斯塔梅薩（Costa Mesa）南海岸時髦的大
型購物商城中，中國遊客因商場內缺少中國食品
而牢騷滿腹，最後遊客們因為沒有中餐館只能到
商場外就餐，這引起了商場的重視，隨 後，商場
迅速行動，把原本開在商場內的麥當勞驅逐出去
，設立了著名中餐館——鼎泰豐餃子連鎖店
（Din Tai Fung dumpling chain）。同樣，2014年，另
一家鼎泰豐在美國格蘭岱爾市（Glendale）開業。
之前，科斯塔梅薩和格蘭岱爾都沒有中餐館，而

現在，每個城市中都要有一個正宗的中餐店。
據 報道，中國遊客對中餐館在美崛起的影響令
人吃驚。在好萊塢和格裡菲斯天文臺（Griffith
Observatory）周圍，一家中餐館開業，中國遊客可
以在這裡品嘗到地道的中國美食。與此同時，環
球影城也在它的餐廳中開始提供中餐。而洛杉磯
則是 最先打出中餐廣告吸引遊客的城市。其他
地方為了迎合中國遊客也開始提供中文菜單。
文章稱：放心，這種趨勢將席捲整個美國。

不過，文章提到，中國遊客並不是影響中國
餐廳在美國地位提升的唯一原因。

在過去五年中，來自中國大陸地區的留學生
越來越多，美國大學城周圍幾乎都可以看到各種
中餐館。過去幾十年中，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來到
美國留學後會選擇留在美國繼續生活。可現在，
更多的中國留學生願意讀完書後回中國發展。中
國政府也為這些海外留學生提供了很多優惠政
策。

這種情況使得在大學城附近開設中餐館的
老闆大都是剛到美國的中國本土居民，他們由於
孩子上學或者其他原因在這裡開辦中國餐館，孩
子走後他們也會離開，所以現在大學城周圍的中
國餐廳大多做的是地道的中國菜。

事實上，逐漸增多的中國移民對美國中餐館
的影響可能比中國留學生和遊客都大。在洛杉磯
市區擁有大量華人街區，在那裡，你可以找到川
菜——砧板熟食店（Cutting Board Deli），該店本
來 位 於 洛 杉 磯 世 貿 中 心（Los Angeles World
Trade Cente）旁一個偏僻的停車場附近，那裡本
來很少會有人人路過，但因為中國商人和遊客，
現在該店的生意火了起來。

誰知道中國餐館還會在美國發生什麼意想
不到的變化，對此，我們只有等著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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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是美好而纯洁的，可是，不是

纯洁的爱情就能代表一切。他什么也不

懂，追求你的时候写了几封情书，在你

的宿舍楼下叫你；第一次牵你手的时候

考虑了两天；第一次说爱你的时候脸涨

得通红；第一次吻你的时候，害怕冲撞

了你，先问你同不同意。这就是初恋，

他对感情毫不在行，更加不懂女人，不

知道你想要什么。你问他最爱的人是谁

，他不会撒谎，说是他妈妈。你问他将

来会不会娶你，他呆了一呆，说没想过

这个问题。

第一段感情无疑是青涩的。这是他

对感情没有过多的想法，也没有太多的

要求，基本上，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他

都可以接受，并且愿意无条件地宠着你

、哄着你、爱着你。但是大多数的初恋

也是无疾而终的，因为没有考虑到现实

情况的可行性。

如果从印记的深度来说，第一段感

情给他留下的印记是最深的，影响也是

最大的。多年以后，他已经儿女成群，

依然可以回忆起阳光灿烂的午后，和你

一起在大树底下无忧无虑地打闹。

他送你花，请你朋友吃饭。他说

“我爱你”，然后抱起你打转。你答应

他的那一刻，他就吻了你。这就是处于

第二段恋情中男人的表现。他说女朋友

应该要给男友洗衣服，要在他打球的时

候送水擦汗。你问他最爱的人是谁，他

考虑了一下，说，是你。你问，我们会

不会有未来？他说，你愿不愿意去我的

家乡？偶尔，他会想起初恋，他说，那

个时候我太小，什么也不懂。

经历过一段感情的男人，已经对女

人的喜好等有自己的理解。对于感情、

对于女人、对于婚姻，他已经有了模糊

的概念，有意无意中，他在追求和调试

自己的感情观。但处于第二段恋情中的

男人，虽然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但是

他还不想那么快把自己给束缚起来。

他说，虽然我什么也没有，但有一

颗爱你的心。相信我，我们会很幸福的

。于是你们在陌生的城市租房，同住了

一间小屋子，有简陋的卫生间和厨房。

每天早上你比他早起，偶尔会给他做早

餐，分开坐车去上班。晚上，你在回来

的路上买好菜，回去做给他吃，他偶尔

洗洗碗、擦擦地。一起省吃俭用还读书

时候欠在信用卡里的帐，等攒够了钱结

婚。你跟他回老家，他说爸爸觉得你是

个好姑娘。

这个阶段的男人，已经褪去了青涩

，从男孩走向男人。对于女人，他除了

关注外貌、身材之外，还会关注你会不

会做饭？会照顾好自己吗？会不会是一

个好母亲？他开始思量和你结婚的可行

性，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一起生活。

经过了两段感情，男人有了成家的

打算，他会主动带你回家见父母。会为

了你省吃俭用，他答应要给你幸福。可

能处于第三段恋情中的男人经济还不是

很好，但是他会为了你们的小家努力。

所以，经过了两段感情的男人基本上算

是结婚的好对象。

他说，我觉得我们会谈得来。那天

晚上他送你回家就留下来过了夜。他很

会疼人，永远懂得女人需要什么。你还

没有要求，他就给你惊喜了。他买了房

子写上了你的名字。他妈妈看到你的时

候说，闺女，都不小了，结婚吧！你觉

得自己很幸福，接受了他的钻戒。有一

天，你翻他的电脑，看到了他写给前女

友的信，说了你们的故事，然后说：这

些都是我最想为你做的，可是我以前不

懂也没有条件。

经过了三段感情，男人已经有了一

定的经济能力，他能给予你生活上所需

的。但是这个阶段的男人可能经历了几

段感情之后已经不再注重感觉，只是选

择一个结婚的对象，所以要警惕男人是

否为了结婚而结婚。

如果你能在这个阶段遇到这个男人

，那么无疑你是幸运的。无论是经济上

还是心理上，他都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你可以享受到之前他经历过的那些磨难

的沉淀，那些沉淀已经酝酿成了醇香的

美酒，你要做的就是慢慢地品味，喝下

这杯美酒。

如果你能在这个阶段遇到这个男人

，无疑对自身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正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缺，正是因为

他对女人、对婚姻、对未来已经有

了一个明确的规划，只要你表现出

一点点的不适合，他就会对你扣掉

一分，再一分，六十分以下，就会

出局。你要和他是朋友，能敞开心

分享一切；也要是下属，对他敬仰

和尊重；也要是恋人，身上有着迷

人的特质让他走不开。

每个阶段的男人都有他独特的味道

，就好像不同年份的葡萄酒一样。你喜

欢哪个年份的美酒呢？又能喝到哪一年

的美酒呢？

无论是遇到哪个阶段的男人，都是

需要女人去调教和培养的。好的男人身

上一定有他身后女人的影子，所以，比

起守株待兔遇到好男人的渺茫，不如开

始调教你的他吧。

做男人的第幾任女朋友才是最幸福的
每个阶段的男人都有他独特的味道，就好像不同年份的葡萄酒一样。你喜欢哪个年份的美酒呢？又能喝到哪

一年的美酒呢？

每个男人的不同阶段对女人的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年轻的时候追求貌美，青年的时候要求有面子，成熟了就

追求舒适。你想在哪个阶段遇到他呢？

一个男性从男孩到男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的观念和对待感情的方式，除了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之外，

更受着感情经历的影响。如果真心爱过，一段感情留给你的印记多半是刻骨铭心。和一个女人分开之后，身上必

然遗留着这个女人对他的影响。慢慢地，几段感情的影响改变了他对待感情的方式和对感情的要求，随着年龄的

增长，可能最后走入婚姻的他和最初的他已经迥然不同。

多半温柔、体贴的好男人，都是女人调教出来的。初恋的时候，彼此往往不懂得珍惜；经历了一些情感，男

人更会珍惜身边的你，因为他的前女友教会了他很多。所以，当我们拥有一个好男人的同时，就应该知道，我们

所享受的，是前一个女孩的成果。那么，男人的第几任女友最幸福呢？

大千世界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

断加快，来自职场及家庭等的压力

让许多人疲惫不已。为此，日本人

想出了一些独特的减压方法，为这

类人群提供释放压力的另类渠道。

“成人包裹”治疗腰酸背痛

近来，日本各地正流行一种新的

治疗方法，即将人裹在一块透气的

大布中，模拟母亲子宫的舒适感，

据称矫正姿势和缓解身体僵硬，引

来不少不堪压力重负的人们前来一

试。

“擦泪帅哥”为妇女减压

俗话说“异性相吸”，在日本

也有为此而应运

而生的专门服务

。顾客拨打电话

，只需花上 7900

日元(约合 420 元

人民币)，就能雇

一名“擦泪帅哥

”帮忙擦眼泪！

女人们还能根据

个人喜好选择偏

爱的帅哥，享受

其温柔的安慰。

事后，帅哥还会为释放完压力的你

擦干泪水。

“哭泣房” 让你痛快哭一场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日本就

有开发商忽发奇想，设计出“泪

活支援住宅”，在商品房里增加

了一个小小的哭泣房间，里面有

电视屏幕及立体声音响系统，让

住户观看催泪电影和听催泪歌曲

，能有地方痛痛快快哭一场。开

放商还称，这种舒压方法对人体

能有“奇效”。

“欠揍玩具”供你发泄

在日本，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发

泄的玩具，当你被上司骂或者心情

不佳时，就可以把情绪统统发泄在

它们身上。比如有一种长得“欠揍

”的人脸玩具，不开心就捏捏捏，

硅胶材质，怎么捏都会变回原来的

样子。

“打点滴”解疲劳

在日本，还有一个叫做“点滴

10”的服务场所，专门为生活节奏

快、精神压力大的健康人解决这类

问题。它让人们在工作间隙只需抽

出10分钟的时间打点滴，就可以随

时补充维生素、缓解疲劳。顾客来

到这里后，首先要接受医师的诊疗

，根据医嘱接受点滴服务。费用也

不贵。

“甩头自拍”甩掉烦恼

不久前，一组奇葩甩头照风

靡日本网络，最早是由该国一名

女高中生发起，她将拍过的甩头

照发到网上并留言说：“一边甩

头一边自拍，感觉讨厌的事情都

能一甩而光”，称这是个很好的

释放压力的方式。于是，网友们

也纷纷效仿拍照上传，表示“根

本停不下来”。

另類渠道解煩惱
日本人的奇葩減壓法

位于西班牙的全球第一座由3D打印而成的桥梁，备受

瞩目，成为当地热点。

据报道，这座桥位于首都马德里一个公园，长12米，

款1.75米，由加泰罗尼亚先进建筑学院设计，并由西班牙

土木工程公司Acciona打印建造。

这座混凝土桥坐落于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公园，由8个

独立部份组成，通过有机和仿生建筑技术设计而成，类似

于自然环境中的天然形态。

报道称，由于在打造过程中可把建筑材料循环再用，

所以不会生产大量建筑废料，十分环保。

据悉，这座桥于去年12月中落成启用，建筑团队希望

，类似的3D打印技术未来可以在建筑工程发挥作用。

西班牙建首座3D打印橋
建築材料可循環利用

近日，泰国帕府一位54岁的

奶奶莎文，幸运地中了彩票一等奖

，奖金高达600万泰铢(约120万元

人民币)，而这都归功于她年仅6个

月的小孙子。

据莎文讲述，前几日她开玩笑

说想中头奖，让孙子帮忙选个号码

，于是抱着孙儿去买彩票。

一到摊位前，小孙子就抓着3

张彩票不撒手，莎文不得已以每

张 80铢的价格，将 3张彩票全数

买下。

没想到本月1日开奖时，竟然真中了一

张价值600万铢的头奖。

莎文表示，她在孙子出生后两天，即

2016年8月1日，就在家附近买中了尾号2位

数的彩票，从此便相信孙儿能带来好运。直

到这期彩票开奖，莎文更加坚信自己的福孙

能带来好运。

孫兒抓住彩票不放
奶奶無奈買下中百萬大獎

英国一名黑人母亲与一名白人男

子成婚后，所诞下的两名子女均拥有

白人外表，专家称其是全球唯一一位

诞下两名白人子女的黑人女性。

据报道，35岁的凯瑟琳双亲来自

尼日利亚，其家族均为黑人，毫无白

人血统。然而，凯瑟琳于2014年产下

长子后，竟发现儿子为白人，当时已

有医生表示她的个案非常罕见。

没想到的是，凯瑟琳在之后产下

女儿时，发现女儿也同为白人。她说

，根据遗传学专家所指，当时长子的

案例属于百万分之一，而女儿出生后

更是令专家感到惊讶。她说：“很多

人会怀疑我是不是他们的母亲，甚至

以为我只是保姆。”

凯瑟琳相信，唯一的解释就是其家族拥

有隐性白人基因，只是多年来未有发现。

遗传学专家林奇对此称，凯瑟琳家族隐

性的白人基因返祖现象，导致她诞下两名白

人子女。

世界獨一無二
黑人母親誕下兩名白人子女

响尾蛇具有毒性，令不少人都望而生畏

。美国得克萨斯州日前有一个民宅出现24条

响尾蛇，相当惊人。

据报道，该家庭中的年幼成员麦法顿在

厕所发现一条响尾蛇，一家人将其杀死后，

致电灭蛇公司求助。

然 而 ， 灭 蛇 公 司 抵 达 现 场 后 ， 却

在屋中的其他角落发现另外 23 条响尾

蛇。

该公司随后也在社交网络发帖指出，响

尾蛇当时以保护色隐藏自己，因此难以被人

发现。

美國民宅發現24條響尾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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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农历丙申年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四处弥漫着春节气息。
当日，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公布了两办“近日”印发的一个意见，即《关于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两办还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两
办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一些重要文件，常以它们的名义发出。

一天后的26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二〇一七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多处
谈及中华文化。

他解读鸡文化：“在中华文化中，鸡是‘德禽’，是‘知时鸟’，鸡鸣而起反映了中国人
自古以来的勤勉勤奋精神。雄鸡司晨，向我们昭示着时光之宝贵。”他还引用宋代王安石的
一首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春节前两天，一个意见的印发，一个讲话的发表，恰是中华文化备受重视的浓缩显示。
近年，一个极为鲜明的迹象是，中华文化正在神州大地焕发生机。十八大以来，中华

文化日益受到党和国家最高层重视。文化自信成为整个国家的热词，它被视为“是更基
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

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
的自信和自豪。专家普遍认为，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
称《意见》）印发为标志，中国吹响弘扬中华文化新号角。

我们常说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中华文化源
远流长远流长、、灿烂辉煌灿烂辉煌。。什么是什么是

““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什么是什么是““中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既这是一个既
简单到妇孺皆知简单到妇孺皆知，，又复杂到又复杂到
顶级专家也难说透的问题顶级专家也难说透的问题。。

《《意见意见》》认为认为，，中华优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主要分三大类主要分三大类：：
核心思想理念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中华传统美
德德、、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

以以““核心思想理念核心思想理念””为为
例例，《，《意见意见》》认为认为，，中华基本中华基本
思想理念包括革故鼎新思想理念包括革故鼎新、、与与
时俱进的思想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脚踏实地、、
实事求是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惠民利
民民、、安民富民的思想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道法
自然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天人合一的思想等；；
核心思想理念核心思想理念，，则包括讲则包括讲仁仁
爱爱、、重民本重民本、、守诚信守诚信、、崇正义崇正义、、
尚和合尚和合、、求大同等求大同等。。中华传统中华传统
美德包括自强不息美德包括自强不息、、敬业乐敬业乐
群群、、扶危济困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见义勇为、、孝老孝老
爱亲等爱亲等。。中华人文精神则包中华人文精神则包
括如求同存异括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和而不同的处
世方法世方法，，文以载道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以文化人
的教化思想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形神兼备、、情景情景
交融的美学追求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俭约自守、、
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

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如何传承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意见意见》》列出了七大列出了七大
重点任务重点任务。。具体而言具体而言，，包括深包括深
入阐发文化精髓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贯穿国民教
育始终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滋养文艺创作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融入生产生
活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推动
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

就就 ““ 深 入 阐 发 文 化 精深 入 阐 发 文 化 精
髓髓”，《”，《意见意见》》 提出提出，，要实施要实施
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构构
建准确权威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中开放共享的中

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
建设国家建设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文献战略储备库、、革革
命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命文物资源目录和大数据库
等等。。在在““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方面方面，，要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要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
物物，，开展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少年传承中华传统
美德美德””系列教育活动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创作系
列绘本列绘本、、童谣童谣、、儿歌儿歌、、动画等动画等。。
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语
文文、、历史等课程教材历史等课程教材，，等等等等。。
此外此外，，意见还提出要意见还提出要““广泛开广泛开
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挖掘和
整理家训整理家训、、家书文化家书文化，，用优良用优良
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等等。。

如何落实以上七大重点如何落实以上七大重点
任务任务？？除了加强组织领导除了加强组织领导，，
还需要加强政策保障还需要加强政策保障、、加强加强
文化法治环境建设文化法治环境建设、、充分调充分调
动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等动全社会积极性创造性等。。

如政策保障方面如政策保障方面，，意见指意见指
出出，，要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要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级财
政支持力度政支持力度，，同时统筹整合现同时统筹整合现
有相关资金有相关资金，，支持中华优秀传支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统文化传承发展重点项目。。
制定和完善惠及中华优秀传制定和完善惠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项目的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项目的
金融支持政策金融支持政策，，等等等等。。

《《意 见意 见》》指 向指 向 88 年 后 的年 后 的
20252025 年年。。它描绘了这样一副它描绘了这样一副
蓝图蓝图：：届时届时，“，“中华优秀传统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研
究阐发究阐发、、教育普及教育普及、、保护传承保护传承、、
创新发展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传播交流等方面协
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风格、、中国气中国气
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
实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
显提升显提升”。”。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极为极为重视中重视中
华文化华文化。。

他在国内调研他在国内调研、、海外出访时海外出访时，，在发表在发表
演讲演讲、、撰写文章时撰写文章时，，经常引用中华古典经常引用中华古典
名 句名 句 ，， 时 常 阐 述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相 关 话时 常 阐 述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相 关 话
题题。。在他看来在他看来，“，“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
展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就没有中
国梦的实现国梦的实现”。”。

很多细节很多细节，，彰显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彰显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20132013年年1111月月2626日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习近平在山东曲阜

孔府考察孔府考察，，在孔子研究院在孔子研究院，，他拿起他拿起 《《孔子孔子
家语通解家语通解》《》《论语诠解论语诠解》》 翻阅翻阅：“：“这两本书这两本书
我要仔细看看我要仔细看看。”。”习近平随后与专家座谈时习近平随后与专家座谈时
表示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
化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20142014年年55月月44日日，，习近平与北大著名哲习近平与北大著名哲
学大师汤一介促膝交谈学大师汤一介促膝交谈，，赞扬他勤奋严谨赞扬他勤奋严谨
的治学精神的治学精神。。在与师生交流时在与师生交流时，，习近平表习近平表
示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需需
要文史哲要文史哲。。文史哲研究要帮助人们确立前文史哲研究要帮助人们确立前
进的方向和信心进的方向和信心。。

20142014年年1212月月2020日日，，习近平在澳门大学习近平在澳门大学
住宿式书院参与住宿式书院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
年年””主题沙龙主题沙龙。。他对学生们说他对学生们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我本人也是一个中华文化的热
烈拥护者烈拥护者、、忠实学习者忠实学习者。”。”并希望大家增强并希望大家增强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增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增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骨气和
底色底色。。

他善于向古人借智慧他善于向古人借智慧。。习近平常以习近平常以
““适当的引经据典适当的引经据典””阐明透彻的思想阐明透彻的思想。。他引他引
用过的古典名句用过的古典名句，，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生活生活、、
学习学习，，均有参考价值均有参考价值。。

20172017 年年 11 月月 1717 日日，，在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习近
平引用汉平引用汉··刘安刘安 《《淮南子淮南子··主术训主术训》》 中的名中的名
句句，“，“积力之所举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众智之所
为为，，则无不成也则无不成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95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中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中 （（20162016 年年 77 月月 11
日日），），他提及的他提及的““功以才成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业由才广”，”，
出自西晋出自西晋··陈寿陈寿 《《三国志三国志··蜀书九蜀书九》。》。谈法谈法
治治，，他说他说““法者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天下之准绳也”；”；谈义利谈义利
观观，，他说他说““国不以利为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也”；”；
谈 历 史谈 历 史 ，， 他 说他 说 ““ 前 事 不 忘前 事 不 忘 ，， 后 事 之后 事 之
师师””……这些名句……这些名句，，极为精当极为精当。。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善于继承才于继承才
能 善 于 创 新能 善 于 创 新 。。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一 个 国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如果
丢掉了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0142014 年年 99
月月 2424 日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 2565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
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时说时说。。十八大以来十八大以来，，他曾出席过多人的他曾出席过多人的
诞 辰 纪 念 活 动诞 辰 纪 念 活 动 ，， 而 孔 子 的 传 统 文 化 形而 孔 子 的 传 统 文 化 形
象象，，极有标签意义极有标签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
发展繁荣为条件发展繁荣为条件”。”。对习近平的这句话对习近平的这句话，，
著 名 作 家 王 蒙 撰 文 指 出著 名 作 家 王 蒙 撰 文 指 出 ，， 这 一 重 要 论这 一 重 要 论
断断，，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对于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对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也深刻也深刻
阐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使命与阐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使命与
责任担当责任担当。。

近年，为普及中华传统文化，一些媒体做
出多种新的尝试，颇有成效。

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二季《中国
诗词大会》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大会的很多高
手成为“网红”。此外，《中国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成语英
雄》等节目，同样走红一时。

纸媒方面，《人民日报海外版》 自 2014年
起，便推出“习得”系列报道，梳理归纳了习
近平在讲话、文稿中引用的古典名句，并作了
释义，产生很大反响。迄今，这个系列报道已
有八期，按主题分，分别是修身、为学、官
德、民本、治理、天下、全球治理、中国方
案。2 月 3 日，出版了最新一期。新媒体方

面，微信公号“学习小组”连续编辑“平天
下”系列图书，聚焦“中国古典治理智慧”

“中国古典政治智慧”等，其中 《平天下——
中国古典治理智慧》一书，有幸成为国礼，走
出国门。

“综合运用报纸、书刊、电台、电视台、
互联网站等各类载体，融通多媒体资源，统筹
宣传、文化、文物等各方力量，创新表达方
式，大力彰显中华文化魅力”，“实施中华文化
新媒体传播工程”等，是《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要求。

各地关照中华文化，形式不断创新。湖南
常德柳叶湖，有面长达数里的“诗墙”，以防
洪墙为载体，荟萃了历代名家名诗、当代名家

墨宝。著名作家梁衡，曾写过一篇《常德柳叶
湖诗墙的启示》。他说，常德诗墙至少给了我
们三点启发，一是经典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经久不衰；二是经典需要传播，要经常请出来
擦拭擦拭，才能继续发光；三是经典要回归生
活，反复普及，才能变为人民群众的精神食
粮。

《意见》则正好强调“融入生产生活”。要
求“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提炼精选一
批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
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合理应用于
城市雕塑、广场园林等公共空间，避免千篇一
律、千城一面”，等等。

此外，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方面，海外中

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
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
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正在助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国际传播。而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
人、各方面出境人员，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
业、与我友好合作机构和世界各地的中餐馆
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站立在960万平方
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
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
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
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
大的前进定力。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

最高领导人带头

创造性传承发展

22月月33日日，，广西靖西举行盛大的春节祈福民广西靖西举行盛大的春节祈福民
俗大巡游活动俗大巡游活动。。 赵京武赵京武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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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文 蓋 軍 ) 由 地 產 開 發 商 Novel 
Creative Development 在 2015 年 底 推 出 的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推出後立即受到大量買主
青睞。

The Ivy Lofts 項目負責人吳小姐對來賓表
示：方便獨到的地點（Location）和別具一格
的精心設計以及非常方便的一站式的社區服務
是這個項目最吸引人的主要特色；銷售價格更
是這個項目的賣點，你只需投入小量資本就能
輕松的擁有五星級的家。

The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所在的位置位
於休斯頓市中心東部（East Downtown），開
車到 Downtown 僅有 1 分鐘，距離世界上最大
的德州醫療中心僅有 10 分鐘車程，並且 4 分
鐘駕駛就可到達休斯頓大學，讓因工作和讀書

帶來的交通困擾不再成為
問題。

如果您是一位體育迷，
那 麼 居 住 在 Ivy Lofts 將 徹
底讓你近距離全方位的感
受美國體育的魅力，近在
家門有三大著名球場 ---
NBA 豐 田 中 心， 休 斯 頓
Dynamo 足球隊主場 BBVA 
compass stadium，太空人隊
主場 Minute Maid Park。此
外，這個區域還近鄰大型
會 務 中 心（George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同
時，市中心彙聚了休斯頓

的博物館區，大型專業演出劇場，戶外劇場，
Hermann Park 公園區等都是閑暇和周末活動的
好去處。

此外，在城市別的區域無法複製的一個特
色是，TheIvy Lofts 擁有獨特的城市風景線，
（Downtown view），享有星空觀景臺，讓生
活品味顯現卓越超群。

不俗設計和一站式社區特色
The Ivy Lofts 項目為客戶設立了一種全新

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樓有超過 1.5 萬平方英尺
的商業門面，包括餐廳、超市、酒吧等；設計
了戶外遊泳池、燒烤區、健身房、SPA、綠地
花園、會議室、休息廳、舉辦活動聚會的場所，
更吸引人的一大亮點是，在 27 層還有一個住
戶可攜友共享的觀景臺，燦爛星空和璀璨輝煌

的都市夜景都可盡情欣賞，讓住戶真正能夠做
到足不出戶，社交休閑兩不誤，吃喝玩樂、生
活品味盡在 The Ivy Lofts。”

The Ivy Lofts 微型高層住宅在德州是第一
家，目前的戶型面積有四種：

第 一 種 是 Studio 戶 型（1 bed+1 bath），
位於 2 樓至 22 樓，面積 396-488 平方英尺。
價格 16 萬起。

第二種是 600 平方英尺以上，多出一間書
房，也可做為臥室使用，價格 26 萬起。

第三種是 2 bed+2 bath，位於 17 層以上，
價格 39.9 萬起。

第四種是 Penthouse 風格（頂樓套房）3 
bed+3 bath，面積 1200-2000 平方英尺，價格
在 59.9 萬到 100 萬。每戶都有至少一個免費的
車位，2 房以上 2 個車位，每一個單位均有陽
臺。在配套設施上，The Ivy Lofts 開發商在每
個房間都安裝了 Smart home 智能遠程控制系
統，住戶可以通過手機 Smart phone APP 開 /
關門、調節空調溫度、監控室內寵物和防盜，
就算在外地旅遊出差也能做到時時遠程控制。

在空間的設計和利用上，The Ivy Lofts 堪
稱典範，處處精心是該房屋的最大特色，可以
收放遙控的床、餐桌、隱藏式的儲藏間、洗衣
機、烘干機、用來收納規整的吊櫃，每戶都安
裝了 LED 高效燈源，節能環保。高大上的德
國 BOSCH 綠色家電產品，日系超省電、高效
率分離式空調系統空調 Daiken，都給人一種簡
約但不失豪華氣派，質樸又充滿現代城市的高

迎新春   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新年開門紅

科技元素。
目前，The Ivy Lofts 的戶型銷售目前正在

熱賣當中，有興趣自住或者投資的人士，請盡
快和項目銷售部門聯系，以預先選擇自己理想
的樓層和戶型。辦公室工作時間每周七天，上
午 10 點到晚上 7 點，7 點之後需預約。

電話： (713) 489-5638
王小姐 電話：832-278-8091

中國農曆新年到來之際，Ivy Lofts 高層住宅項目 1 月 21 日舉辦了盛大的 open House 迎新活動，當天的現場火爆，不僅有中國傳統的舞龍舞獅，還有令人激動的巴拿馬之行抽大獎互動活動，
吸引了大量的買主和商家前來，再次帶動了新年的銷售熱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