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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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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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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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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77-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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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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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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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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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美國中文電視報道，近段時間，特朗普
政府大力逮捕和遞解無證移民，不僅讓數以萬
計的家庭一日之間分崩離析。由于移民政策不
利好，不少本有購房打算的新移民，選擇暫停計
劃，先保持觀望態度。特朗普的一系列舉措是否
會對美國，特別是新移民聚居的紐約的房地產
市場造成衝擊呢？

2月初，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大舉搜
捕有聯邦重罪記錄的無證移民。之後，逮捕範圍
進一步擴大，美國國土安全部計劃針對無證移
民展開全面逮捕行動。本周，在明尼蘇達，多家
華人餐館遭到突擊搜查，大量逾期滯留的無證
移民被捕。與此同時，美國海關針對持有效簽證
合法入境的外籍人士和永久居民的審查也是更
加嚴格，不少人因此被拒絕入境或是直接遣返。
而針對詐領聯邦福利的綠卡居民的調查也是如
火如荼，有些人甚至因此被沒收綠卡。還有消息
稱，特朗普有意抬高H1-B和EB-5的申請門檻，
走合法渠道在美定居的道路也是越來越窄。這
種種的跡象讓美國的移民社區陷入了深深的恐
慌和擔憂之中。

去年紐約市新開發的房地產項目較2015年
銳減70%，總投資金額減少了320億。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新移民也是美國房
地產市場的生力軍。根據權威房地產網站Trulia
的報告，自1995年以來，美國的擁房率不斷下滑

，但是新移民的擁房率卻上漲了2.4%。換句話說
，是新移民拯救了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根據華盛
頓大學經濟學家Jacob Vigdor的統計，在美的4
千萬新移民為美國的房地產市場貢獻了3.7兆億
的財富。

受身份的限制，無證移民只能用現金全款
購房，購買力較小，因此從表面上看，人數的驟
減似乎不會對房地產市場產生太大的衝擊。但
是根據康奈爾大學最新的研究報告，全美約有1/
3的無證移民是租房居住，因此他們的離開，可
能會對投資型住房市場造成震動。

不僅如此，根據知名房地
產雜志The Real Deal在今年
1月進行的調查，去年紐約市
新開發的房地產項目較2015
年銳減70%，總投資金額減少
了320億。而且業界也早已發
現高端型住宅無法迎合現在
的買方市場，新開發的樓盤也
將房型逐漸轉向更加可以負
擔的類型。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除了給商業地產造成更
大的借貸壓力之外，銀行對個人購房貸款的審
核，也會因為移民身份的不確定性，變得更加嚴
格。

不過市場普遍認為，特朗普畢竟是靠房地
產起家，隨著市場的不斷反饋，他會意識到自己
的移民政策帶來的弊端。而且特朗普希望勞動
力回流美國，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本土傳統
行業的復蘇，就業率增長，會有更多的美國人有
能力購房，房地產行業也會有回暖的一日。
（據美國中文網）

新移民持觀望態度
特朗普移民新政或重創美國房市特朗普移民新政或重創美國房市

每位
9-12岁儿童和65岁或以上老人工作日午餐每位$12.99
晚餐&周末每位$15.99（须出示ID）; 限時一個半小時

仅限休斯顿门店：
848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713) 771-1153;
5901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57
(713) 975-0687;

活动截止日期：10/3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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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時間，一篇“100萬能在美國買什麼樣的房子”的帖
子火了。這讓不少不明就裏的網友們開始相信，與其奮鬥幾十年
在北京二環買個廁所，不如拿這些錢在美國買一棟小別墅，而且
還是永久產權。事實真是這樣的嗎？

據一位長期在舊金山居住的朋友透露，在美國，買房容易養
房難。在買房之前，除了要備足買房的錢外，還要提前預留買房
之後要繳納的稅，因為長期欠繳房產稅，自己的房子就可能被當
地政府拍賣。在美國養房到底需要多少錢？今天小編就為大家揭
開謎底。

沒有綠卡的外籍人能在美國買房嗎？在購房資格、產權保險
、稅收政策方面，美國政府對外國人與本國本地居民一視同仁。

也就是說，外籍人想在美國
買房，在購房之前，除了要
支付律師費、勘察費、房屋
檢測費、房屋估計費、登記
費、預繳所得稅等諸多費用
外，在買房之後，同樣要支
付房地產稅、房屋保險、小
區費或物業費、房屋保養費
等。

先看房地產稅。在美國
，房地產稅始終是州級以下
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
例如美國的公立學校主要
是由各郡市徵收的房地產
稅來運行的，所以美國房地
產稅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州
的房地產稅各不相同（房地
產稅＝稅率 X 政府對地產
的 估 價，估 價 (Assessed
Value) 一 般 為 市 價 (Fair
Market Value) 的 80-90%）

。據美國地產投資資訊平臺“優投房UTOFUN”顯示，全美的房產
稅大都在1%左右浮動，只有極少地區達到3%。2016年美國各州
房產稅中，新澤西州位列榜首，高達2.29%，而夏威夷州房產稅
最低，只有0.28%。

房屋保險費用（Homeowner Insurance）是買房者為自己的
房子購買的保險，以保障屋主在房子遭遇意外或突發災難時，可
得到補償理賠來降低因災害造成的財產損失。據 Afford-
able-Home-Insurance.org網站顯示，房屋保險費用的多少，很
大程度上取決于房子的位置，受颶風和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影響。
據“世居海外置業”公號顯示，定價30到35萬美元的房產，每年
大概需要支付500美元左右的房屋保險費用。需要注意的是地

震險需要根據房主的需求另外購買，每年費用大概為
1000-2000美元。

小區費和物業費是也一筆不小的開支。小區費和物業費一
般用來支付小區公共設施建設和維護，不同的小區費用有所不
同。據“世居海外置業”公號顯示，小區物業管理費用一般在聯排
別墅和公寓中收取，每月200—600美元不等。

房屋保養費。房屋保養費主要是房屋整體的管理，例如如殺
白蚊、換屋頂（屋頂的壽命通常是15-40年）或其他維修費用。只
做簡單的房屋維護每年幾百美金即可。

除了以上養房的費用外，如果外籍買家想把房屋出租，還要
繳納個人所得稅，這部分的費用是業主出租物業獲利後所需繳
納的稅款。個人所得稅分為聯邦和州立／地方兩種，不同地方稅
費也有所不同。例如，北卡羅萊納州政府稅率大約在2%至3%之
間。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跟租賃物業相關的花費都可以用來抵稅
。例如，可以用維護費、保險費、供應費補助、房產稅和水電費等
費用來抵稅。

如果外籍買家想把美國的房子賣出還要交資本所得稅。資
本所得稅是針對業主出售房屋後所得到的利潤而產生的費用。
一般而言，業主持有物業超過一年再出售的話，屬於長期持有，
需支付最多15%的資本所得稅；如果持有時間不超過1年，屬於
短期持有，須繳納較高的稅款，因出售而賺取的利潤也會按所得
稅標準納稅10%~35%。

此外，如果中國買家想把美國的房產贈與自己的孩子，還需
要繳納高額的贈與稅。對于美國公民，2016年其一生有共有545
萬美元的生前贈與額，不同的州又有不同的最高免稅額。但是沒
有美國綠卡的外籍人並不能享受這個免稅額度，也就是說如果
外籍人士想把美國的房產贈與給孩子，還要繳納最高40%的贈
與稅。

細思恐極！從買房前的準備工作，到買房、養房，及後來的出
租和賣房等各個環節涉及到的稅費，在美國買房是否合算，相信
大家心理都有一杆秤了。(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0225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價便宜美國房價便宜 但買房容易養房難但買房容易養房難

打算買房子的人，新年也應立下新目標。你
可曾想過，這六個壞習慣可能阻礙你今年買房。

過于依賴信用卡：
信用卡容易用上癮，而用太多信用卡，可導

致做出差勁的決定，負面影響你購屋的能力。通
常消費者不應使用超過信用額的30%，經常超
過可降低信用分數，使你較難申請房貸。

逾期或根本不付信用卡帳單：
背卡債是可怕的事，逾期付款或不付款也

同樣可怕。很多人以為錯過一次信用卡付款沒
什麼大不了，但是每錯過一次都會打擊信用分
數。

開太多信用卡：

現在開信用卡有各種優惠，非常誘人。但是
開太多卡，即使你不常用，意味你的開支胃口大
，進而影響信用分數，所以只要申請經常用到的
卡即可。

忽略償還學生貸款：
一對夫婦擊敗其他出價者，搶到中意的公

寓。但是先生償還學貸的紀錄不佳，使得他們申
請不到利率低的房貸，超出他們的負擔能力範
圍，最終沒買到這間公寓。學貸雖然比其他貸款
的條件寬厚，但是仍需按時還款。

帳戶結餘太低：
生活總會發生緊急狀況，突然要修車或是

愛貓看病，需用錢來應付。若有財力來支付，就

可避免背卡債。但是如果不發生災難，這些錢就
可用做買房頭款。

經常跳槽：
是否有雇主提供新工作，或是考慮放棄朝

九晚五的生活，做個自由工作者？你若打算很快
買房，就應三思而後行。換工作後有一段試用期
，這段期間可能申請不到房貸，唯一例外情況是
升遷或公司
內調動。穩
定就業代表
穩定收入，
讓貸款業者
放心。(文章
來源：網絡)

這6個壞習慣可能會導致你買不到美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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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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美國政府課征投資股票、房地產獲利的資本利得稅
（Capital Gain Tax），以 15%為稅率上限，但 2013 年將調高至
20%至39.6%，儘管如此，投資房地產與股票相較，還是有許多可
善用的稅務優惠。

那麼擁有美國房產可以享受哪些稅務優惠？

一、房貸利息。
美國屋主一年獲得的房貸利息抵稅優惠高達1000億元，納

稅人若在過去幾年買房或申請重貸，每月房貸還款應有較高比
例為房貸利息，可借此省下更多稅金。

二、房貸保險費用。
這項優惠對低收入屋主而言相當重要，因為他們往往無力

自付高額頭期款，必須在房屋淨值增至20%之前購買個人房貸
保險，而這部分費用可用于抵稅。

三、房屋稅。
用稅金來抵稅，是真實可行卻常被忽略的抵稅優惠。屋主支

付的地方與州府房屋稅金，是可以用來扣抵聯邦所得稅的。而依
各州或地方政府的規定，收入低至一定標準的屋主，可能還另外

符合特殊房屋稅的抵稅優惠。

四、節能裝修費。
提升居家節能效益的裝修工程較有機

會取得優惠，包括安裝太陽能板、節能熱水
器等，而基于醫療需求的改裝工程譬如在家
門口安裝輪椅坡道、方便殘障人士使用的浴
缸等，都可獲得抵稅或減稅優惠。

五、裝修費用。
居家裝修工程在將來出售時卻可用于

抵消賣房獲利的稅務負擔，據國稅局規定，
屋主出售房產的頭25萬元獲利無須課稅，且
此前裝修房屋的費用還可用來抵消獲利。

六、賣房相關費用。
出售房產的相關費用也有機會用來抵稅，譬如產權保險（ti-

tle insurance）、刊登賣房廣告、房產仲介等。屋主在賣房前90天
內支付的房屋維修費用，只要能證明是為了推銷房屋，也可申報
抵消資本利得稅金。

七、長途搬遷費用。
個人若是基于工作原因購屋而長途搬遷，也可以申報搬家

費用以抵消、減少稅金，條件是搬遷距離超過50哩，還需提供搬
家費用的收據。(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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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可以享受哪些稅務優惠美國房產可以享受哪些稅務優惠？？

美國房產稅：
房產稅是在美國不可避免要繳納的稅，而且

美國的房產稅每個地方交的都有些不同，整體來
說一般房產稅每年交兩期，在四月和十一月。具
體交多少每個城市不一樣，房產稅一般為1%左
右乘以政府對房屋評估的價值。

比如政府評估房子值100萬，那麼一年所要
交的房產稅就是100萬乘以1.2的稅率1萬2千美
元，每一期要交6千美元的房產稅。

房產稅的增長：
房產評估的價值每年都會有增長，並且政府

對每年的增長都有規定不能超過一定比例。

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20年買了價值20
萬的房屋，20年之間房屋評估價值都在有限制
的增長，20年後房屋的價值可能漲到40萬，雖然
從同地區房地產市場來看房屋可能值100萬但
是地稅仍以40萬的評估價值來交。但若以100萬
價格賣出，新的屋主所交地稅就是稅率乘以100
萬了，遠遠大于之前。

也就是由于政府對房屋價值評估的限制，在
房屋一直屬於屋主的情況下，地稅不受同地區市
場的影響。但是一旦房屋出售，房屋的評估價值
則依據新成交價格地稅也隨之變化。

額外地產附加稅：
購買的房子屬於新發展區

，一般地稅在基礎稅率外還會
有額外地產附加稅Mello Roos
Tax，這個稅主要用于該區域的
基礎建設，如學校、公園等公用
設施。

對于額外地產附加稅繳納
的年限可以在購房時和賣家或
開發商確認，他們會準確告訴
你。

通常基礎稅率是1.2的話，
額外地產附加稅是零點幾。

同樣額外稅每個地方交的
也有些不同，具體稅率買房前
先諮詢好。(文章來源：網絡)

如何計算美國房屋地稅如何計算美國房屋地稅？？
“以房養學”的投資方式

在美國盛行！在美國熱門好學
區邊上買一套好房子，不但可
以省去租房子的錢，可以將其
出租給附近的學生賺取租金，
用租金抵學費，真是省了租金
又省學費！

“以房養學”主要指有教
育需求的家庭，通過購置美國
房產所獲得的利益來解決孩
子來美國住宿的問題，並且提
供孩子在美學習的部分費用。
這種投資美國房產的方式受到越來越多海
外學生及家長的歡迎。

“以房養學”主要有以下優勢
1. 孩子提供一個舒適、優異的居住環境，

既可以節省在美學習期間的租房費用又可
以為孩子創造一個更良好的教育環境。

2. 購買美國房產既可以獲得穩定的租金
收益補貼孩子的日常生活開支，又可享受通
過購買房產的增值獲得穩定的投資回報。

3. 基于美國房產較為穩定的增長趨勢，
若孩子畢業後回國發展，可通過出售或中長

期持有升值獲得可觀的投資利益。

哪類美國房產適合“以房養學”？
1. 格適中。持有成本相對較低，抗風險

能力較強。教育房臨近大中小學，有龐大的
學生群體，易出租，並且交通便利，升值潛
力大。

2.選 美國房產時，選擇醇熟配套的物業，
方便出租另外的房間。

“以房養學”的熱門區域
洛杉磯、紐約、西雅圖、休斯頓、達拉斯

和邁阿密等。(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房產投資
“以房養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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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除了紐約、洛杉磯、波士頓、芝加哥、西
雅圖、華盛頓等這些個數得著的城市之外，其他
幾乎全是“農村”。不過，如今這些“農村”也開始
向城市看齊了。

據24/7 Wall Street報道，realtor.com對于
越來越多的城市高檔化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
他們對2000年到2015年之間人口為50,000或
更多的城市觀察後找出了10個高檔化進程最
快的城市。

1. 查爾斯頓，南卡羅來納州（Charles-
ton, SC）
高檔化比例：62.5％
2000-2015 年房價中位數變化：$152,100-$270,
000，上漲77.5%

2. 阿什維爾，北卡羅萊納州（Asheville,
NC）
高檔化比例：50％
2000-2015年房價中位數變化：$125,000-$235,

000，上漲88%

3.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高檔化比例：39.4％
2000-2015 年 房 價 中 位 數 變 化：$159,
900-$525,000，上漲228.3%

4. 波特蘭，俄勒岡州（Portland, OR）
高檔化比例：33.9％
2000-2015 年 房 價 中 位 數 變 化：$148,
000-$340,000，上漲129.7%

5. 丹佛，科羅拉多州（Denver, CO）
高檔化比例：32.8％
2000-2015 年 房 價 中 位 數 變 化：$162,
000-$316,000，上漲95.1%

6. 納什維爾，田納西州（Nashville, TN
）

高檔化比例：27.6%
2000-2015年房價中位數
變化：$118,400-$205,000
，上漲73.1%

7. 薩克拉門托，加州
（Sacramento, CA）
高檔化比例：26.5%
2000-2015年房價中位數
變 化：$127,500-$255,000，
上漲100%

8. 澤西市，新澤西州
（Jersey City, NJ）
高檔化比例：24.5%
2000-2015年房價中位數變

化：$142,000-$380,000，上漲167.6%

9. 長灘，加州（Long Beach, CA）
高檔化比例：22.4%
2000-2015年房價中位數變化：$179,000-$455,
000，上漲154.2%

10. 奧斯汀，德克薩斯州（Austin, TX）

高檔化比例：22.2%
2000-2015年房價中位數變化：$152,600-$299,
300，上漲96.1%

對此，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首席經濟學
家雲（Lawrence Yun）表示，美國房地產市場已
出現一個現象，銷售的房子越來越昂貴，而便宜
的房子銷售量正在下降。(取材網路)

美國這些城市變土豪了告別大農村告別大農村

查爾斯頓，南卡羅來納州

阿什維爾，北卡羅萊納州 長灘，加州 奧斯汀，德克薩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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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投資美國房地產？納什維爾將會是投
資者的最佳選擇。

據商業內幕報道，Zillow預測田納西州納

什維爾將會是2017年美國
房市表現最佳的城市。Zil-
low基于快速上升的房價、
較低的失業率以及強勁的
工資增速等三大指標，預測
了今年十大最火熱住宅市
場排名。

該網站預計2017年全
美房屋價值將會上漲3%，
並且西部城市的表現可能
會超出全國平均水平。

今日美國此前也曾報
道，Zillow對全美35個最大
都市區的調查研究發現，美
國房地產公司股票的總市

值在2016年上漲至29.6萬億美元，較去年上漲
1.6萬億美元，漲幅近6%。

在全美所有大型都市區
中，俄勒岡州的波特蘭是全
美今年漲幅最大的城市，波
特蘭2016年漲幅達到13%，
之後是西雅圖和達拉斯。洛
杉磯是全美最值錢的都會區
，價值達到2.5萬億美元。

不過，也有“黑嘴”專家
對美國經濟的未來並不看好
，甚至認為2017年美國將引
發新一輪堪比當年“雷曼風
暴”的全球金融危機。

在房市方面，據匯金網
報道，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
會(NAR)首席經濟學家尤恩
（Lawrence Yun）認為，美國
房地產業發展前景障礙重重
。他說：“大選後，隨著利率的
提升，上個月的潛在房地產
市場遭受重挫。而且房產也

一直不斷攀升，因此
在全美大部分地區，
能夠購買房產的家
庭越來越少。”

不管未來房市
如何變化，以下是
Zillow 給 出 的 2017
十大最火熱住宅市
場排名。
1. 納什維爾，田納西
州（Nashville, Ten-
nessee）
房屋預測升值：4.3％
收入增長率：1.1％
失業率：4.0％
2. 西雅圖，華盛頓州
（Seattle, Washington）
房屋預測升值：5.6％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4.4％
3. 普若佛，猶他州（Provo, Utah）
房屋預測升值：4.3％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2.7％
4. 奧蘭多，佛羅里達（Orlando, Florida）
房屋預測升值：5.7％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4.5％
5. 鹽湖城，猶他州（Salt Lake City, Utah）
房屋預測升值：4.3％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2.8％
6. 波特蘭，俄勒岡州（Portland, Oregon）
房屋預測升值：5.2％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4.8％
7. 諾克斯維爾，田納西州（Knoxville, Tennes-
see）
房屋預測升值：4.4％
收入增長率：1.1％
失業率：4.7％
8. 奧格登，猶他州（Ogden, Utah）
房屋預測升值：4.7％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2.9％
9. 丹佛，科羅拉多州（Denver, Colorado）
房屋預測升值：3.6％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2.9％
10. 薩克拉門托，加州（Sacramento, California
）
房屋預測升值：4.8％
收入增長率：1.0％
失業率：5.2％
(取材網路)

20172017年年 美國最美國最 的房市在哪兒的房市在哪兒火火火

納什維爾，田納西州（Nashville, Tennessee）

西雅圖，華盛頓州（Seattle, Washington） 普若佛，猶他州（Provo, Utah） 奧蘭多，佛羅里達（Orlando,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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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時代已經來來臨！科學家們把這些機
器變得越來越高效，越來越智能，因此美國人擔
心，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的工作將會被機器取代
，真有這種可能嗎？什麼樣的工作最容易被機器
人取代呢？

NPR近來刊發研究報告，預測未來20年最
有可能被機器人取代的工作，包括電話銷售員、
裁判員、銀行出納員等。但研究人員承認，這些
數據統計十分粗糙，但可以幫助我們洞察未來。

電話銷售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9%
今天，很多語氣冷淡的接線員都已經不是

人類。機器人不僅可每天24小時連續工作，而且
無論在應對多麼粗魯的客戶時，它們都可以保
持足夠的耐心和充沛的精力。

報稅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8.7%
機器人充當的報稅員可能更少出錯，而且

這種技術 OpticalCharacterRecognition(OCR)已
經存在。

定時裝備裝配人員和調解人員：被機器人
取代機率98.5%

機器現在已經能執行精准的組裝、調節以
及校準等任務，而以前這些工作都是定時裝置
裝配人員特別擅長的領域。

貸款人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8.4%
彭博社曾報道，在P2P貸款公司Daric已經

涉足這個領域，該公司已經用可識別安全借款
人的算法取代所有貸款人員。

銀行出納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8.3%
你可能已經很久沒有接觸過銀行出納員了

，自動取款機可提供出納員的大部分服務。

體育賽事裁判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8.3%

在職業網球比賽中，名為“鷹眼”的電腦裁
判員已經開始幫助主裁判做出更精准的判斷。
比賽選手有權“挑戰”裁判的判斷，“鷹眼”系統
將展示網球的落點以及其是否出線等，它的決
定非常關鍵。而“鷹眼”僅是體育比賽中幫助解
決糾紛的系統之一。

采購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8%
現在，對于機器來說，向供應商訂購材料或

服務已經變得非常簡單。通過互聯網下訂單（或
稱電子采購）將導致采購員需求越來越少。

包裝與灌裝機操作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8%

使用機器人儲存和運送工業或消費產品已
經越來越普遍，亞馬遜現在使用大量機器人幫
助整理貨架、貨物出庫等。

銑床、刨床操作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
97.9%

銑床、刨床的設置、操作以及照料任務被越
來越多交付給機器人。

信貸分析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7.9%
信貸數據分析、製作財務報表、準備信貸信

息報告等過程的自動化，將可促使風險下降。

司機：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7.8%
司機這個職業很快就不需要了。穀歌的自

動駕駛汽車已經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行駛
數千公里，打車應用Uber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
‧卡蘭尼克(TravisKalanick)也喜歡自動駕駛汽
車的想法，宣布Uber最終將用自動駕駛汽車取
代所有司機。

時裝模特：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7.6%
除了取代時裝模特的工作，機器人還將以

其他令人驚奇的方式參加表演。英國公司Engi-
neeredArts 已經研製出可充分互動並掌握多種
語言的機器人 RoboThespian，它能與人保持眼
神接觸，猜測人的心情和年齡，甚至還會放聲歌
唱。

法律秘書：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7.6%
秘書正從就業市場中消失，現在科技已經

允許老闆們自己直接撥打電話和安排會議等。

會計：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7.6%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很多大公司都已經

利用軟件執行企業自動化記帳任務，包括Pilot-
Travel、Verizon以及GameStop等。這些公司現在
只需要為10名會計人員。如果沒有機器人幫助，
他們可能需要80人。

出納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7.1%
PaneraBread 麵包咖啡店已經宣布，到 2016

年，他們將使用自動結帳機取代所有出納員。自
動結帳機將越來越多出現在世界各地的雜貨店

中。

研磨和拋光工人：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7%
機器人越來越勝任研磨或拋光各種金屬、

木材、石頭、粘土、塑料以及玻璃材質的任務。

餐廳厨師：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6.3%
切麵條機器人Foxbot已經出現在山西省的

開放式廚房餐館DazzlingNoodles中。此外，另一
位機器人廚師長可自己製作螃蟹湯，它有20個
電機、24個關節以及129個傳感器。這個機器人
是MoleyRobotics設計的，可以在30分鐘內完成
複雜的菜式。

珠寶、寶石以及貴金屬工人：被機器人取代
機率95.5%

美國勞動統計局預測，從現在開始到2022
年間，珠寶首飾行業的就業率將下降10%，原因
是機器人開始協助生產和修理珠寶。

郵政服務人員：被機器人取代機率95.4%
郵件分揀員、職員以及遞送人員將受到自

動化重創。機器人不僅可執行分揀郵件的任務，
還可以為郵件排序。但是隨著郵件數字化程度
提高，這些程序顯得越來越過時。

電器和電子設備裝配工：被機器人取代機
率95.1%

鑒于機器人的精度和準確度，它們在電子
產品生產過程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機器人工業
協會稱，機器人被用于執行很多任務，比如向太
陽能電池中負載太陽能矽片、放置LED燈泡、檢
查電路板等。

不過，據赫芬頓郵報報道，儘管如此，
創造思維、解決問題、人際交往能力要求高
的工作，可能不太容易被機器所替代。

經濟學家有一個問題，機器人替代了
更多勞動者的工作，那麼，新增工作崗位數
量會不會越來越少呢？約翰梅納德凱認為，
或許不在于機器人自動化技術，重要的是
消費者購買力與需求。科學技術或讓財富
更加平均。
第一，總有一些工作呢，機器替代不了，比
如照顧老年人，養育孩子，或者一些服務工
作。而工廠裏簡單重複的工作更容易被機
器替代，從科研、製造、到熟練技術工作可
能會逐漸被機器人替代。

第二，隨著生產力逐漸提高，
單位工作時間的薪酬可能會
有所下降，而勞動者有更多閑
暇時間用來創新、改革、思考。

快餐服務、物流中心配送等均可能由機器
人替代，而醫療保健、藝術媒體、法律、設計創新
、人際等工作不容易被替代。
第三，傳統工業企業生產工作更容易被機器人
替代，有人也許會問，如果工作被機器人自動化
替代了，美國失業率會不會升高呢，回答是，機
器人自動化收益或轉化為更好的工作，也就是
說，許多新的工作或涌現。
第四，數據顯示，工業自動化會讓大約一千萬英
國勞動者工作崗位被機器人替代，但是，接下來
七年，倫敦將創造至少30萬個就業崗位。隨著生
產力提高，不再依賴廉價勞動力。
第五，機器人替代了傳統工業企業重複重體力
崗位後，勞動者可以有更多時間從事創新、解決
問題的崗位。
第六，根據悉尼晨報，物流倉儲、銀行前臺、運輸
生產、圖書館、餐廳服務員等工作可能更容易被
機器人替代。而藝術、醫療、法律、服務等工作不
太容易被機器人替代。
第七，新的崗位或涌現，而勞動者需要不斷學習
新技能、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還有就是教學重
複課堂可能由機器人替代或視頻自動播放。
第八，創造性、變化思維、解決問題、創新分析等
特點較強的崗位不太容易被機器人替代。

機器人將替代部分重複重體力流水線工作
，帶來巨大收益，問題不在于技術水平提高，也
不在于機器人替代了部分勞動者工作，重要的
是消費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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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正成為工作的犧牲品！
在對1303個有帶新假的美國人進行的一項

最新研究顯示，在每年21天的帶薪休假中，美國
人將其中的4.9天用于工作，全年下來，所有美
國人多工作了1.69億天，依據勞工統計局的平均
周薪計算，總計少領了524億美元的薪水。

美國是一個普遍實行帶薪休假制度的國家
，不過，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帶薪休假日相對
比較少，而且沒有全國性的法律規定雇主一定
要給員工帶薪休假的福利。因此，一些半職雇員

、短期雇員及小時工就享受不到帶薪休假的福
利。由于沒有統一的規定，每個機構的帶薪休假
待遇就五花八門，有較大的區別；因此，這裏分
別介紹政府雇員的帶薪休假及私營企業雇員的
帶薪休假。

美國的政府雇員分為聯邦政府及地方政府
（州、縣、市等）兩大類，聯邦政府對帶薪休假有
統一的規定，地方政府則各自為政，不過與聯邦
政府的待遇差不多，因此我們就介紹聯邦政府
雇員的帶薪休假情形。

聯邦政府雇員的帶薪休假分為兩部分，一
是法定節日休假，一是有薪度假。2013年的聯邦
法定節日（即國定節日）一共有10天，這10天是
元旦、馬丁‧路德‧金生日、華盛頓生日、陣亡
將士紀念日、獨立日、勞工節、哥倫布日、退伍軍
人節、感恩節、聖誕節。因此，聯邦雇員就有10天
的帶薪節日假，每個聯邦雇員都一樣。而帶薪度
假的時間長短，則根據工作年限來決定，具體規
定如下：
1. 全職員工工作不滿三年者，每兩周（payperi-
od）可以得到4個小時的有薪假，一年52周，共
104小時，合13天。
2. 全職員工工作超過三年，不滿15年者，每兩
周可以得到6個小時的有薪假，一年共156小
時，合19天半。
3. 全職員工工作超15年者，每兩周可以得到8
個小時的有薪假，一年共208小時，合26天。
4. 半職員工工作不滿三年者，每工作20小時
可以得到1個小時的有薪假；工作超過三年、不
到15年者，每工作13小時可以得到1個小時的
有薪假；工作超過15年者，每工作10小時可以
得到1個小時的有薪假。
5. 高級職位以及專業技術人員等，無論工作
年限長短，每兩周得到8小時有薪度假。

從上面的規定看，一個全職的聯邦雇員，
至少有23天的帶薪休假（10天節日加13天度
假），最多的有36天帶薪休假（10天節日加26
天度假）。不少聯邦雇員休不完假日，就會捐出
休假給有需要的人。

私營企業的帶薪休假從總體上說不及政
府，根據“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EconomicandPolicyResearch）以“沒有假期
的國家”（No-VacationNation）為標題發表的
最新研究報告顯示，2006年只有77%的私營
企業有帶薪休假制度。

在這些企業中，全職雇員每年平均有21天
的帶薪休假（8天節日加13天度假），半職雇員

每年平均有 15 天（6 天節
日加9天度假）。如果從企
業規模來看的話，小企業
（雇員人數不到100人）的
帶薪休假天數低于中大型
企業（雇員人數超過100人
），小企業的平均帶薪休假
為19天，中大型企業為23
天；從工資收入來看的話，
低工資雇員的帶薪休假天
數少于高薪雇員。比如，時
薪每小時15美元以下雇員
的帶薪休假平均為17天，
而時薪超過每小時15美元
的雇員的帶薪休假平均為
23天。

不過這樣的帶薪休假
也給美國人帶來了不少的
麻煩和問題。

實際操作不容易
全世界最富裕國家中

，由于美國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保證員工帶薪休
假的權利，即使在提供帶薪休假福利的企業，員
工休假的時間也有減少趨勢。這使美國成了西
方發達國家中的一個“無休假的國度”。根據調
查報告，美國全職員工每年的帶薪假期比歐洲
很多國家都少得多。

工作忙難休假
即使有些企業提供員工帶薪休假的福利，

19％的員工由于工作原因不得不推遲休假或者
乾脆取消假期。實際上美國有2800萬人常年不
休假。而有些美國企業雖然允許員工帶薪休假，
但是卻希望他們在休假期間隨時跟企業保持聯
絡，隨叫隨到。這其實等于變相剝奪了員工休假
的權利，所以很多員工最終不得不“自願”或被
迫放弃休假。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員在接
受記者采訪時說，雇主之所以不希望員工帶薪
休假，是因為他們只追求金錢利益的短期目標，
但是從長期看不利于企業發展。結果將可能是
企業越來越沒有吸引力，員工跳槽，勞動生產力
下降，最終受到傷害的是企業自己。普通美國人
要想真正瀟灑地享受真正的休假，仍有很長的
路要走。

想晉升難休假
在美國，帶薪休假執行起來出現過很多問

題。有些部門或公司因為工作任務重，可能一年
到頭都比較繁忙，員工根本沒有時間休假，而有
些部門的人則因為平時就比較清閑，根本不需
要通過休假減輕壓力。

記者的一位朋友在國務院工作。他表示，自
己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享受過真正的休假了，所
以也感覺不到帶薪休假的意義。自己平時一直
比較忙，周末還經常加班，有時趕上大事還要連
軸轉，由于幾乎每天都在想工作上的事，根本沒
有時間休假。記者問為何不與領導商量安排休
假，他的回答頗耐人尋味，領導的要求是“只要
你把工作幹好安排好，你可以每天都不來上班，
”但問題是總有幹不完的工作，要想晉升職位和
加薪，只能不斷努力把工作幹得好上加好，這就
決定了他不可能、事實上也沒有心情去休假。

錢不够難休假
美國一家旅游公司最近做了一項關于帶薪

休假的調查，結果發現上班族有縮短度假天數
的趨勢，原因包括假期太短、工作太忙、手頭太
緊等。而歐洲幾個國家規定，雇主在員工休假期
間額外給他們一筆錢，解決一部分度假開銷實
在太讓人羡慕。

有假不休有假不休有假不休
美國人變身工作狂人美國人變身工作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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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公共交通設施不發達的大部分美國地區，面對這
樣那樣的塞車之苦，人民當然也是不能忍了！應對政策簡單粗暴
狠。要麼早出晚歸，儘量避免堵車高峰；要麼辭職跳槽，找離家近
的公司；更有甚者，乾脆離開這個城市。但再多的對策，也難以遏
制民眾們對堵車的怒氣。

今年年初在美國德州奧斯汀南部的一條大街上，堵車司機持
棍互毆的事件一度引發全民關注。一名司機從後備箱取出一個
長木棍首先動起手來，另一名司機則手持棒球棒反擊。由此看來
，堵車引發的路怒症！並非中國特色呀~也還好沒有“德州特色
”——用槍…

當然，美國人為堵車的付出的代價並不是打架鬥毆這麼簡單。
據統計，美國每年因交通堵塞的直接損失達到上千億美元。拿著

納稅人的錢，當然要給納稅人好好辦事拉。其實為了
解決美國堵車問題，美國公路管理局也沒少動腦筋。
1.減少公路事故，以保證交通暢通。

美國公路建設非常重視公路本身的安全性。美國州
際公路往來車道之間的綠化隔離帶都很寬，有的達到
幾十米甚至上百米。另外，這些隔離帶一般都是青蔥
綠草或是遍地花朵，美好的植物和景致讓人心曠神怡
，有助於緩解司機的疲勞和緊張，從而有助於減少事
故的發生。

除此之外，美國州際公路還有一些十分人性化的設
計。比如佛羅裡達州的75號公路就建有專供野生動物
穿行的橋洞；高速公路上設計許多對司機的警示；每

隔一個路段，路上都會有一小段
坎坷路面幫助駕駛者集中注意力
，這些措施都能對提醒司機小心
駕駛。如果不幸出了事故，美國公
路一些兩旁還設有很多緊急救助
電話亭，以幫助儘快求救，同時還
能定位。這樣事故減少了，事故處
理速度有效提高了，使得交通更
為暢通，堵車現象也緩解了。
2.智能化發展，向車主及時提供交
通信息。

智能化的反展，也為交通運輸
提供了不少便捷。例如，Google地
圖會及時更新公路路況，用手機
app 就能一睹目前的實時交通狀
況，從而幫助人們提早瞭解交通
信息，避開擁擠路段。還有一些其
他的軟件，專門提供最佳路線方
案，人性化地告之用戶哪一條線路最不塞車
。而美國政府也已經積極開展了對智能交通
管理系統的建設。
3.鼓勵車輛共用Car Pool, 減少
車流。

減少交通堵塞，很多地方政
府認為根本是減少車流，於是
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比如在華
盛頓，政府呼籲人們多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少用私家車。更安
排大巴在工作日專線接送職工
，如有意外事情必須臨時回家
的，還免費提供出租車。

還比如不少城市的城內主幹
道上都開闢封了閉式快車道
ＨＯＶ，允許乘坐超過一人的
車輛使用。還有的地方還為乘
坐多人的私家車提供優惠過路
費待遇，對單人車輛收費高於
雙人以上的車輛收費。

所以說，堵車之痛，並不是只有北京才有，“美國式堵車”也不
能與“中國式堵車”一概而論。只不過，因地制宜採取應對交通瓶
頸和道路管理軟肋的政策，確確實實是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不可
忽略的問題。

堵車到心塞堵車到心塞!! 來到美國來到美國，，
才發現錯怪了北京才發現錯怪了北京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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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車到心塞堵車到心塞!! 來到美國來到美國，，
才發現錯怪了北京才發現錯怪了北京 ((上上))

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來說，美
國最讓人表示無奈的不是它的政治，不是它的
稅收，也不是它的“多管閒事”，而是——堵車。
這些讓人不禁唏噓：來到美國，才發現錯怪了北
京~

去年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交通研究所和IN-
RIX 公司通過對美國城市交通道路車輛數量，
車行速度，駕駛人因交通堵塞多花費的上下班
時間，以及耗費的汽油金額做了詳細統計和研
究，調查表明，美國全國最大的100座大城市中，
有95座交通擁堵狀況惡化。

相比於三十年前，美國人花在交通上的時間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由於擁堵，在
高峰時間出行的人平均每年要在
路上多耽擱 42 小時，而在 1982 年
僅為 18 小時。耽誤的時間是過去
的一倍，而在人口不足 50 萬的城
市，這一數字翻了兩番。更怕的是，
在人口過百萬的城市，這一數據更
攀升至至少60小時。

報告預計到 2020 年，全美國的
堵車時間，平均每一位上下班高峰
的通勤者，將從 42 小時增加到 47
小時，而且這個數字還有進一步迅
速擴大的趨勢。

美國《時代》雜誌去年也曾列出
了美國一些堵車最嚴重的城市。其
中華盛頓居然出人意外地成為堵
車最嚴重的城市。居住在華盛頓地
區的人，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的時
間為 82 小時，由於堵車各種消耗
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為1834美元

。
我們粗略地按照一年260天的工作日來算，也

就是說，這些人平均每天得在路上堵車20分鐘。
。。看上去還真是一點也不輸帝都北京呢~

美國時間還真是不值錢哪~~我們來感受一下
2015年最堵城市排行榜前十：
（小時：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時間；金額：每年因
堵車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
1.華盛頓地區：82小時，1834美元
2.洛杉磯地區：80小時，1711美元
3.舊金山地區：78小時，1675元

4.紐約市：74小時，1739元
5.加州聖荷西：67小時，1422元
6.波士頓地區：64小時，1388元
7.西雅圖：63小時，1491元
8.休士頓：61小時，1490元
9.芝加哥：61小時，1445元
10.加州河濱市—聖伯納汀諾市：59小時，1316元

而在USA Today今年出的最新交通報告中，
洛杉磯，舊金山，以及紐約，這類超級大城市，不
負眾望，勇奪前三。。。

造成美國堵車的原因大大小小有諸多，究其
主因，有這麼幾點：

1.美國就業率上升與日益嚴重的堵車有
密切聯繫。美國經濟開始好轉後，就業崗
位大幅增加，這就意味上下班高峰期公路
上出現更多的車流人潮。隨著經濟發展越
來越好，人民的生活質量水
平也會越來越高，汽車的銷
售量因此也會越來越大，擁
堵的問題則一年比一年糟糕
，再好的經濟也並不會在短
期內讓道路壓力好轉。
2.美國幾乎人人都有車，因
此美國公路上的車流量巨大
，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交
通事故的頻發。而每當出現
道路交通事故，或是惡劣天
氣，公路都會臨時封鎖而造
成堵車。特別突出的事件就
是前幾年賓州大雪，一條高
速路堵車甚至長達十幾個小

時。另外，當路遇繁忙收費高速公路，沒有通行
證而需人工繳費時，堵車現象也是隨即而來。
3.美國西部和南部由於發展迅速，堵車現象的增
長其實最為明顯。原先地廣人稀的美國西部和
南部，城市都鋪得很開，住處離市中心很遠，出
門全靠汽車。而地鐵等捷運工具一時又建不起
來，當人口迅速增加時，塞車也就不可避免了。
4.高速公路修路也是導致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
一 般美國的公路修路，都會封閉至少一條的車
道，這就大大限制了汽車的行駛速度和流量。另
外，美國人修路不像中國人那樣加班加點，起早
貪黑。在中國一年能完成 的公路項目，在美國起
碼得花上3到5年。美國的施工更多的是與普通
上班族同步，別人上班，修路工人也上班，別人
下班，修路工人也下班，而且經常施工現場的 臨
時隔離墩也不撤走。(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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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賽(Lindsay)出生在美國田納西州的孟菲斯市，在上海從
事市場品牌推廣的工作。她注意到很多中國人都有英文名，其中

有一些英文名不錯，但有一些卻真的上不了檯面！
比如，“蘋果”(Apple )、“櫻桃”(Cherry)、西紅柿(Tomato)。。或

者，童話公主“灰姑娘”(Cinderella)，任意數字例如 7(
Seven)或11(Eleven)，物理現象“回聲”(Echo)，甚至是動物
或昆蟲，如龍(Dragon)，老虎(Tiger)或蒼蠅(Fly)蚊子
(Mosquito)等等。

怎麼樣，你中槍了嗎？或許有些名字對你而言意義
特殊：比如是你特別喜歡的外國明星或水果。然而它們
在老外看來卻非常滑稽。

林賽注意到這些奇怪的英文名有時會讓外國雇主
感到很困惑，甚至可能因此錯過一份待遇豐厚的工作。
她舉了一個例子：一個中國小夥在簡歷中用了足球運動
明星 卡卡(KaKa)作為英文名，結果連面試的機會都沒得
到，因為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在社交場合或複雜工
作環境中不能很好地與外國人相處。于是她建立了一 個
網站：BestEnglishName.com，幫顧客取一個合適自己的
英文名。

在這裏，你只需通過支付寶支付15元，並回答幾個
問題，就可以獲得5個推薦的名字。這些問題包括喜歡的
顏色、花、想要哪種類型的名字：短的或長的，女性化的

還是陽剛的等等。林賽說她也會考慮西方星座說以 及個人職業
規劃。“我們的任務是幫助你找到適合你個性的英文名，讓你可
以舒適地與外國人交流，這樣也會得到別人的尊重！”

據統計，2014年9月份以來，共有逾2萬人訪問該網站，約有
1800人付費起名，還有約200人願意付更多錢(20-200元不等)親
自向林賽諮詢，這些人中很多打算到國外學習或生活。

“這個想法許多人都有過，但沒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有利可圖
的商機”，來自巴基斯坦的蘇海(Suhail)說，“林賽竟把它做成了一
門生意，我感到很吃(ji)驚(du)。”

林賽說，大多數中國顧客想要一個意義獨特、發音簡單的英
文名。他們更關注字面含義而不是名字在西方的淵源：一些顧客
想要與中文名意義和發音相似的英文 名；有的想在名字中融進
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一個或多個元素，用它們帶來好(mi)
運(xin)；還有人常常從流行文化中為自己選取名字，但他們 沒有
意識到泰格‧伍茲( Tiger Woods)、麥當娜(Madonna)和塞雷娜
(Serena)這些名字在西方並不常用。

還有一些的人想與(zhuang)眾(bi)不同，給自己起法文名、阿
拉伯名、甚至日文名。上海外國語大學[微博]國際教育學院副教
授方永德說：“中國年輕人自我意識很強，希望有很酷的英文名，
像他們的網名一樣。選擇英文名對某些人來就是文字游戲。”

中國式英文名
老外建網站做起名生意

慘不忍睹慘不忍睹

歐美名校畢業生流行歐美名校畢業生流行““到中國去實習到中國去實習””
你知道，對于現在“95後”、“00後”的歐美名

校畢業生和准畢業生來說，最“潮”的事是什麼
嗎？

NO，不是你想像的那樣，一頭扎進高盛、花
旗、麥肯錫工作，也不是休“間隔
年”去肯尼亞、柬埔寨當義工，而
是——到中國去實習。

如果全世界以國家單位組成
一個股市的話，中國就是當下最
炙手可熱的潛力股。所以呢，年紀
輕輕，簡歷上就出現“中國”兩個
字，是一種足以秒殺身邊其他學
霸的人生經歷，讓未來雇主刮目
相看。

我的一位朋友M，倫敦大學法
學優等生，從小到大一路名校，還
是曲棍球和足球健將，有過一整
年的非洲志願者經歷。但他仍然
覺得，這些還不夠，不足以讓他一
步跨進一個世界一流律所。于是
在大三暑假，他通過一家中介公
司安排，去了中國上海的一家跨
國律所實習3個月。

沒錯，由于需求越來越旺，“去中國實習”已
經成為歐美國家一門蓬勃發展的新生意，有一
些中介公司專事此道。

對于第一次到中國、不會一句中文、沒有一
個中國朋友的西方大學生來說，在中國生活工
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不但需要實習
機會，還需要融入生活。

因此這些公司除了聯繫實習機會以外，還
會安排本地連絡人幫助他們搞掂生活中的各種
瑣事：小到找房子、認路、上超市、學習簡單的中
文，大到安排社交活動，一應全包。

倫敦中上產階級家庭出身的K，此前對中國
的瞭解僅限于三個關鍵詞：歷史悠久、人口眾多
、經濟奇跡。但3個月後，他不僅結交了一批中國
朋友，還變成了“中國迷”，逢人就聊中國的政治
經濟文化，還說不排除以後再回中國工作一段
時間。

當然他花費近4000英鎊(約4萬元人民幣)
踐行的“中國夢”也得到了預期的回報——畢業
後，他順利拿到了倫敦一家頂尖律所的培訓生
合同，而且，“所裏的人都在問我亞洲的情况”。

這讓
我 想 起，
一個世紀
前，歐 洲
勇敢的年
輕人也紛
紛 去“ 新
大 陸 ”美
國尋找新
機會。《唐
頓 莊 園》
裏伯爵家
的三女婿
，不就心心念念要帶著女兒離開貴族生活，去美
國從頭開始？

一個世紀之後，中國成了歐洲年輕人躍躍
欲試的下一片“新大陸”——歷史何其相似，一
切只是換了場景。

K告訴我，除了上海以外，北京、深圳也是當
下熱門的實習“候選地”。西方“95後”和“00後”
一代對中國的胃口，正變得越來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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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10情感熱線

包括男女间的那种事情，我

们都要关了灯躺在床上开始酝酿

，他比我还羞涩，就像是刚认识

不好意思一样；从来没有带给过

我什么惊喜，比如一件礼物啊之

类的情况。

网友倾诉：我男朋友是个很

木讷的人，不懂得关心我，疼爱

我，谦让我，一吵架就是不说话

；我哭的时候从来没有过来哄哄

我的时候，像是抱抱我啊给我擦

擦眼泪，说些好听的逗我开心；

我生病了也不知道心疼我。

包括男女间的那种事情，我

们都要关了灯躺在床上开始酝酿

，他比我还羞涩，就像是刚认识

不好意思一样；从来没有带给过

我什么惊喜，比如一件礼物啊之

类的情况。

跟他在一起没有那种激情和

心动，不知道这样的男生应该怎

么办，是否这样对待感情木讷的

人可以托付终身啊？因为我觉得

这样的人不会花心，这样想可以

吗？请给予帮助，我不知道我们

能否继续下去。

我采取过很多的方法试着去

改变他，包括写情书表明我的心

意并说明女孩子是要别人去疼的

。他有些固执，他并不理解我的

苦心，这样的男生让我觉得很累

。

回复：开始时，我很奇怪你

是怎么看上他的。但看到这一句

我懂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

人不会花心”――敢情你是被花

心男人伤透了，现在抓到一个看

上去稳定的，就舍不得撒手吧？

的确，木讷的人不容易花心

。一则他那呆样儿不讨女人喜欢

。二来，木讷的人都很呆板恒定

，不会随便偏离轨道，看准了一

个人就不轻易改变，或者说，不

懂改变，懒得改变，想不到去改

变……

总之你和一个木讷的人交往

，这方面是比较放心的。如果他

表面上呆，骨子里花，那不叫木

讷，而叫闷骚了。

看来，你一直把“不花心=好

男人”奉为真理。不过，现在你

正用痛苦来验证另一个真理，那

就是：要做一个适合你的好老公

，光是“不花心”是不足够的―

―他必须有点“人气”知冷知热

才行。

死气沉沉的男人会把你的激

情通通吸光。在他身边，你能感

到安全，却感觉不到爱。

如果你是一个对感情粗枝大

叶的人，不在乎小惊喜小浪漫，

只在意老公能不能准时回家吃饭

，那你可以继续和他过下去。但

如果你需要男人疼你、哄你、时

不时说些你爱听的话……那你不

要指望了。

他活得很古板，很多男人都

古板。你与其写情书去启发他们

，还不如早点上床睡觉。

男友第一次 關燈醞釀很久比我還要羞澀

好婚姻靠经营，一段幸福的婚姻

和和睦的家庭，需要婚姻中的两个人

共同呵护和支撑，任何婚姻不怕出现

问题和矛盾，而最怕围城中的两个人

在闹矛盾时据不让步和不管不顾的死

磕到底。具体来说，每个女人都希望

自己的婚姻幸福甜蜜，希望找到一个

懂自己、宠自己的暖男，而现实情况

给予女人们的往往是理想很丰满、现

实很骨感的残酷与无奈。那么，生活

中男人的哪几种举动会让女人对婚姻

丧失信心呢？

1、不顾老婆反对频繁和女人玩暧昧

女人在婚姻中对男人的最大渴望，

就是希望他能够恪守忠诚，对婚姻负责

，对家有责任感，对另一半专一。女人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己的男人背叛自己

，让自己的感情生活产生污点。当一个

男人长期不顾老婆的反对，频繁和某些

女人玩暧昧，这势必会摧毁另一半对自

己的信任，让彼此的感情出现裂痕，从

而影响婚姻的稳定，让女人对婚姻丧失

信心。为了婚姻，为了家庭，为了另一

半，请不安分的男人们收敛自己躁动的

心，不要在欲望迷中失了自己，不要因

为一时头昏闹热而毁了自己来之不易的

婚姻和幸福。

2、拿媳妇的督促当耳旁风不思进取

嫁汉吃饭是传统理念下，女人选择

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基本需要，女人嫁

给一个男人不图别的，至少要他能养家

糊口，承担起家庭中顶梁柱的职责。女

人们不希望和这个男人能大富大贵，但

是起码要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所以，

很多时候，女人们出于自身弱势群体的

考量和安全感的心理需要，往往会对自

己的男人提出某些要求，希望他们能够

积极进取，为家庭创造必要的物质财富

，以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然而，当女

人的这一督促在男人那里化成耳旁风时

，女人势必会对男人的无所谓和不思进

取而对婚姻丧失信心。

3、对爱人冷漠缺少关怀让妻子伤心

婚姻需要呵护，女人更需要关怀

。女人在走入婚姻后，渴望得到家的

温暖，得到自己老公的百般宠爱。然

而，现实情况却是，男人们婚后的行

为往往会让女人感到大失所望。不但

来自于婚前的那些浪漫，婚前的那些

殷勤，婚前的那些悉心关怀和照顾会

全然消失，而且在婚后甚至表现出非

常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子，让做

妻子甚感伤心。不由会心生感叹，男

人在婚前和婚后的表现咋就差别这么

大呢？为此，女人会由伤心变寒心，

由寒心变成对婚姻丧失信心。很多婚

姻到最后走不下去了，就是因为男人

把女人的心伤的太深了，男人的冷漠

真的胜过三冬寒，请男人们对自己的

妻子好一点，关心多一点，婚前婚后

一个样，只有如此，你才能让自己的

女人对婚姻充满信心，才能让彼此的

感情更稳定，更幸福。

男人哪三大舉動讓女人對婚姻喪失信心？

大千世界

当地时间26日，意大利伊夫雷亚

举行为期3天的“橙子大战”，庆祝一

年一度的嘉年华会。

据报道，该市提供多箱橙子，供

人们在3天活动中互砸，吸引数千名游

客和民众参与。

在“橙子大战”中，不同团体穿

着不同的中世纪衣服，与各路人马互

砸。橙子在空中满天飞，果皮果肉更

是“落地开花”。

在狂欢之后，将由工人组成的小

组负责清理这一片黏稠的“橙海”。

据悉，“橙子大战”的历史可

追溯到 12 世纪，当时一名磨坊主

人的女儿拒绝邪恶领主的求爱，

并将其首级割下，使该城镇重获

自由。人们一开始互丢豆子庆祝

，后来女性开始在阳台上用橙子

丢她们喜欢的男性，进而演变成

今天的庆祝方式。

意大利橙子大戰“落地開花”
民眾互砸慶祝嘉年華

褒贬不一

提出这项建议的是位于瑞典北部

小城奥托尼亚的议员穆斯克。这个小

城刚好在北极线上，总人口只有约

4500人。

42岁的穆斯克表示，这一措施有

助于解决当地人口逐渐减少的问题，

还能增加市政雇员的工作积极性。

“性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而且有

研究证明它对提升生活质量有积极影

响。”他说。

按照穆斯克的提议，能享受这一

福利的是该市550名市政雇员。但这

一提议能否通过还是个疑问。奥托尼

亚议会现有 31 名议员，只有获得简

单多数支持，即至少 16 名议员赞成

，提议才能通过。目前议员们观点并

不一致。

尽管只是地方议员的一个提议，

但这一消息迅速在瑞典引发热议。人

们对此褒贬不一。

哥德堡的性学及生殖健康专家汉

森是这一提议的支持者。她认为性生

活能缓解压力、改善睡眠，还能增强

免疫力、增加伴侣间的亲密度。“如

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普及到全国。

在瑞典，性生活不过是一种活动而已

。”汉森说。

哥德堡大学的社会学专家德尔芙

也认为，工作间隙的短暂活动，包括

性生活，能够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穆斯克的同事、42岁的议员托马

斯则表示，当他和其他议员听到穆斯

克的提议时，他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认为，这会冒犯到那些没有性伴

侣、不想过性生活或在性生活上有障

碍的人。

“我不认为雇主有权力对雇员说

，给你们放1小时假回家造人吧。”

托马斯认为，这还有可能会产生一个

问题，即会有人“得寸进尺”，“我

听到不少男士告诉我，才1小时？这

怎么够！”

生育率低

这并非瑞典首次如此关注民众的

性生活。

去年7月，瑞典卫生部长维克斯特

朗姆在媒体上撰文称，政府将展开为

期3年的公民性生活调查，原因是当地

一个小报的一项调查发现，瑞典人

“对性行为提不起劲”。

所以，瑞典政府为何如此操心民

众的性生活？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瑞典较

低的生育率加上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

，令原本就支出巨大的瑞典社会压力

巨大。

瑞典的生育率近年来一直在缓慢

下降，平均每个家庭养育的小孩不到

两个。但瑞典已经是欧洲生育率最高

的几个国家之一，部分原因在于瑞典

有着慷慨的产假——带薪产假多达480

天，且男性也享有。

事实上，对其他生育率更低的欧

洲国家来说，同样在努力增加民众的

“性致”，从而让更多的人愿意生小

孩。比如同在北欧的丹麦，就曾喊出

过“为丹麦而做吧”的口号。

另一方面，瑞典有着重福利的传统

，十分注重雇员在工作方面的满意度。

比如类似下午茶的Fika时间，雷打不动

，是瑞典人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此外，据OECD(世界经合组织)的

数据，瑞典人2015年平均一年工作时

长只有1612个小时，比所有受调查国

家平均水平低9%。哥德堡南部的一个

城市甚至在试验每天6小时工作制。不

过因为政府和企业压力过大，这一试

验在最近被叫停。

瑞典小城議員提議
每周1小時帶薪假過性生活

瑞典是一个高

福利国家。该国一

座小城的议员近日

就提议，给市政府

雇员提供每周 1小

时的带薪假，让他

们回家过性生活。

这名42岁的议员认

为，此举能改善工

作和生活平衡，同

时还能提高当地的

生育率。

这一提议引发

不少争议。赞成者

认为，这的确能促

进生育率；反对者

则表示，此举只会

增加政府的福利支

出。

走入巨石中“生活”也是一种艺

术？法国行为艺术家阿伯拉罕近日于

巴黎东京宫走入一座量身订造、重达

12吨石灰制磐石中生活，表演为期7

天。

当地时间24日，仍在巨石中的阿

伯拉罕表示，感觉自己如在石头中漫

游，像一个太空人般四处飘浮。

据悉，44岁的阿伯拉罕把石头一

分为二，并按照自己体型造出只能让

他坐下来的空位，另外能放置装满饮

料和干粮的小盒子。

阿伯拉罕的表演引来不少观赏者

与他互动，他说：“他们都受到感动

，有的在石隙跟我说话，有的更会为

我念诗，或是给我分享他们的梦想与

噩梦。”

阿伯拉罕表示，在如此幽暗的石

头内，最大难题不是幽暗恐惧症，而

是缺乏睡眠。“只能靠声音分辨，也

难分昼夜。”

虽然石内只有数寸可移动的空间

，但阿伯拉罕觉得这是一种放松的状

态，又认为大众把自己锁在身体之内

，比喻自己犹如巨石活生生的“跳动

心脏”。

据悉，阿伯拉罕曾试过多项出位

表演，如住在熊尸体内13天，期间吃

虫为生，又试过乘坐巨型塑樽在隆河

上漂浮，他还在酒桶中横越阿尔卑斯

山等。

他表示，将会把记载所有的日记辑

录成书，并透露若成功完成此次表演，

下一次挑战将会扮演母鸡孵化鸡蛋。

法國藝術家在石頭中漫遊
自鎖巨石內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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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力量无穷大

在美华商在美华商：：

让让公益之心公益之心在海外传递在海外传递
严 瑜 张 兰

2017年2月14日，红绸布滑下匾牌的那
一刻，“美国炎黄教育基金会”在纽约正式
成立，并首次向20名优秀华裔学子颁发奖学
金。美东河南同乡会会长张富印正是基金会
的发起者和首届主席。

“炎是炎帝，黄是黄帝。之所以用‘炎
黄’命名基金会，就是为了纪念祖先，弘扬
华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张富印祖籍河
南南阳，1998年移居美国。谈起在纽约政府
注册这个非营利性组织的目的，张富印介
绍，基金会将重点资助当地学习成绩优异的
华裔学子，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融入
主流社会。

基金会的成立被张富印视为迄今为止最
骄傲的事情。他没想到的是，从产生想法到
基金会真正落地，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当他
说出成立基金会的念头时，纽约当地的侨胞
和华商格外踊跃地支持捐款。

基金会的背后，是张富印和众多在美华
商对“华二代”、“华三代”成长发展的关
心。事实上，这份关心与他们当年初到异乡
的艰难融入息息相关。

张富印刚到美国的那几年，用他妻子的
话形容，正是“最落魄的时候”。当时，他还
在一个犹太老板的地板店里打工，每天早上6
点离家，开着已经跑了将近20万英里的二手
车，穿梭在纽约繁忙拥堵的高速公路上。晚
上下班回家通常已过8点，匆匆吃过晚饭，继
续打电话跟踪货物生产进程，准备报关文
档，忙到半夜是“家常便饭”……

这些场景，张富印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回头再看，他说，“是祖籍国教给我的诚实守

信、严己宽人、敬业尽责，让我一步一步走
到了现在。”这份创业时期坚守的信念和精
神也让张富印在个人事业成功之后毅然投身
公益。“公益不仅仅是捐款，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才是真正的‘公益’。”帮助邻居调解、为
陌生华人做担保、义务为老乡提供食宿……
在张富印看来，这些润物细无声的小事最有
意义。

张富印始终坚信，海外华人群体是一个
大家庭，只有互帮互助，各献爱心，关爱下
一代，大家才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为
此，他还多次组织美国华人在中国国庆以及
中秋等传统节日欢聚庆祝，希望凭借自己的
力量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在公益活动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
力，如今张富印往往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意。
身边的朋友笑称他是“没人发工资的全职公
务人员”。但张富印不以为然，如他所说，

“公益分为两种，一种是捐赠，另外一种需
要花费自己的精力”。每当看到受助者开心
的笑容，他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017年 2月12日，这一天对
于在美华商张富印来说，具有无
与伦比的意义：美国国会议员孟
昭文的代表黄敏怡向他颁发了美
国国会褒奖状，这一天还被以他
的名字命名为“张富印日”。而让
张富印赢得这项殊荣的，正是他
多年以来在美积极投身公益慈
善、贡献社区发展的努力付出。

从初到美国的艰难谋生，到
如今事业有成之后回馈社会，与
张富印一样，许多站稳脚跟的在
美华商，纷纷将目光投向公益慈
善，并且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当
地社会的变化发展中留下属于他
们的独特烙印。或是因为榜样的
力量，或是受到梦想的驱动，或
是感怀于自己当初闯荡异乡的经
历，虽然他们走上公益慈善之路
的初衷各不相同，但目标是一样
的，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他
人，为他人、也为自己创造更多
快乐。

商 界 传 奇

“初中时，我在中国有机会认识一对家乡的
旅美老华侨夫妇。我至今都没想到，他们对我
的影响会这么大。”来自江苏扬州的冀拓已在美
国生活工作近 20年，如今是美国卓越贸易集团
主席，也是美国贸拓网的创始人。

1999 年，冀拓前往美国开拓事业。让他感
到温暖的是，他刚刚抵达洛杉矶，这对老华侨
夫妇就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专程去看他。更让
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这两位老人又来了，
这次是专程给他送一床亲手缝制的被子。交情
尚浅却得到如此多的照料，冀拓被这对老夫妇
深深地感动了。

在随后的接触中，冀拓发现，这对老夫妇
虽然拥有上百家连锁餐厅，生活富足，但他们
从来不开奢侈豪车，也没有名牌服饰。当他去
他们家中做客时，最吸引他目光的是客厅墙上
醒目地贴着一张张来信和照片——全都与他们
的公益善举有关。

当被问及为何热心公益时，这对老夫妇的
简单话语让冀拓刻骨铭心：“我们当初空手来美
国发展，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是因为得到了很
多人的帮助。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所
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回报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即便已是杖朝之年，两位老人依然每天

奔波于公益事业，这给了冀拓很大的
触 动 与 启 发 ——“ 榜 样 的 力 量 无 穷
大，我应该从他们手中接过这个‘接
力棒’。”

如今，冀拓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他
来美国之后收到的那第一床被子，也
时刻保持着深受两位老人影响的那颗
感恩的心，始终坚定地走在公益之路
上。

谈到自己近些年的公益事业，冀
拓印象最深的是五年前在美国洛杉矶
参加的一个关爱癌症儿童的志愿活
动。在当地一家儿童医院，冀拓和其
他志愿者一起为那里生病的孩子送去
许多可爱的玩具熊，陪伴他们与病魔
搏斗。“我隔着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看
到一个癌症晚期的小女孩躺在床上与
小熊聊天，露出久违的笑容。”冀拓还记得，小
女孩抱着小熊，向他比划出一个代表胜利的手
势。那一幕在他的内心激起巨大的震荡，让他
意识到自己的帮助竟然可以给孩子们带来这么
大的快乐和鼓励。

正是受此影响，冀拓希望能为更多人提供
帮助和支持。最近几年，他不仅每年都会和其

他志愿者一起多次给当地医院的病童捐献玩
具，捐助资金用于医学研究、资助困难病童，
而且他还准备建立一个梦想助学基金会，用于
资助中国有梦想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榜样的力量让冀拓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而他的善举和爱心，也将影响更多的
人与他同行。

中等偏瘦的身材，谦和
宽厚的笑容，一口流利的英
文……带着眼镜的张祥华，
仿佛一个邻家大哥哥。2015
年 5月的一天，张祥华登上
TED 演讲的舞台，娓娓道
来自己早年初闯美国的经

历。舞台下，美国观众毫不吝啬地给予他
最热烈的掌声。

1980年，怀揣着仅有的20美元和一个音
乐梦想，张祥华告别家乡，来到美国学习单
簧管。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先找一份工作。
然而，在一家餐馆打工时，他的左手拇指意
外被切，导致神经受伤。经济的拮据更是雪
上加霜，让张祥华的音乐梦想似乎还没萌芽
就已“破碎”。

生活给张祥华设置了重重关卡，但当
他想到自己当初决意赴美求学时的坚定，
他选择咬牙坚持。

最终，成功还是垂青于这个坚强的年
轻人。凭借不懈地努力，张祥华不仅在美
国创立了扩张至500家分店的“拿筷子”连
锁餐厅，还在当地房地产行业打下一片天
地。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最初的音乐梦想
始终魂牵梦萦，难以割舍。

曾经，这个梦想引领张祥华来到美
国；如今，虽然自己的音乐梦想无法实
现，但张祥华选择为身边的人创造机会，
帮助他们圆梦。他深知，作为一个音乐
家，最大的满足便是在艺术殿堂尽情演
奏，获得听众的喝彩、掌声和鲜花。于是
他决定资助艺术团体，帮助他们在大大小
小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去年，张祥华资助美国太平洋交响乐青
年管弦乐团的146名学生和工作人员来到北
京、上海和杭州等城市，进行4场演出，让
小演员们实现了向中国听众展示艺术才能的
梦想。他的这一举动还引起美国主流报纸

《洛杉矶时报》的关注和报道。
如今，张祥华已经成为了美国太平洋交

响乐团的常务董事，并且完美地将艺术和公
益结合起来。如果说音乐给了他生活的动
力，梦想则是他传播爱心的源泉。

除了资助艺术团体演出，这几年，张
祥华还给中国偏远城镇的孩子提供奖学
金，帮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几年前，
他还提议在美国加州成立亚洲研究中心，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促进东西文化和艺术的
沟通与交流，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偏见。

梦想与爱心让张祥华以一种独特的形
式，继续享受音乐的魅力和众人的掌声。

图为张祥华图为张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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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冀拓图为冀拓 （（右一右一）） 参加美国洛杉矶当地图参加美国洛杉矶当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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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拍賣十二周年暨保利香港拍賣五周年

北美徵集

諮詢電話 650-455-6612    email：polyusa@polyauction.com

休斯敦 / 3月8日(周三)

Hilton Los Angeles/San Gabriel
225 West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洛杉磯 / 3月3、4日(周五、周六)
Omni Dallas Hotel at Park West
1590 LBJ Freeway, Dallas, TX 75234

達拉斯 / 3月5-7日(請先預約)

Sheraton Parkway Toronto North Hotel & Suites
600 Highway 7 East, Richmond Hill, Ontario, L4B 1B2 Canada

多倫多 / 3月14日(周二) 蒙特利爾 / 3月16日(請先預約)

西雅圖 / 2月23日(請先預約)

Bar Building
36 West 44 Street, 7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67

紐    約 / 3月8日(周三)

張大千  瑞士雪山  成交價： RMB 164,450,000                  任仁發  五王醉歸圖卷  成交價： RMB 303,600,000 (創2016年度全球中國藝術品成交紀錄)

徵集範圍：
中國書畫、古董珍玩、現當代藝術、
古籍文獻、珠寶鐘表等門類

2016年度保利拍賣系總成交額95億元  繼續領跑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  拍賣中國藝術品請首選保利  
中國拍賣行業概念股保利文化(3636·HK)   保利藝術品基金一路同行，為您提供多樣的藝術品金融服務

Hilton Houston Westchase
9999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77042

The Westin San Francisco Airport
1 Bayshore Highway, Millbrae, CA 94030

舊金山 / 2月25、26日(周六、周日)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Sheraton Vancouver Airport Hotel & Convention Center
755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V6X 1A3 Canada

溫哥華  / 2月22日(周三)

北京保利拍賣
官方微信

保利香港拍賣
官方微信

(高思／編譯報導)雞尾酒主要於美國的禁酒
運動時期興起，其獨特的口感和視覺效果在漫
長的傳播過程中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愛。近日
，Foursquare City Guide根據用戶好評度、用
戶反饋度、被收藏次數及搜索熱門度評選出了
全美最具人氣的16家雞尾酒吧，德州2城入選
。熱愛旅行和雞尾酒的朋友快快收藏起來吧！

16. Anvil Bar & Refuge (Houston, Texas)
住在休斯頓的朋友，如果還沒去過Anvil

Bar的，有空一定要去嘗一次。它家最出名的是
8種店家原創特調雞尾酒，味道獨特濃郁，回味
無窮。除此之外，本店還有100種經典雞尾酒
，多種烈酒及啤酒等。Anvil家信奉的宗旨是：
質量就是一切！

地址：1424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X

15. Canon (Seattle, Washington)
位於西雅圖的Canon酒吧是整個西半球擁

有最多烈酒的一個酒吧——擁有超過3500種！
也正是因為基酒眾多，酒友們可以在此喝到任
何私人訂制的特調雞尾酒。

地址：928 12th Avenue, Seattle, WA
14. Three Muses (New Orleans, Louisiana)
三女神酒吧擁有典型的法式建築特色，除

了雞尾酒外還供應與之相配的小吃食物，夜間
時常有現場爵士樂演奏。一邊品著“The Muse
”同名雞尾酒，一邊享受著現場音樂，何不愜
意。

地址：536 Frenchmen Street, New Or-
leans, LA

13. Multnomah Whiskey Library (Portland,
Oregon)

位於Portland的Multnomah酒吧擁有超過
1500種蒸餾酒，是美國享用威士忌的絕佳之處

。酒吧內的裝潢華麗而覆古，讓在這裏品酒的
人們仿佛經歷了一場穿越時光之旅。

地 址 ： 1124 Southwest Alder Street,
Portland, Oregon

12. Hodge's Bend (Tulsa, Oklahoma)
位於Tulsa的Hodge's Bend酒吧是Tulsa最

有名的雞尾酒吧，它一半供應咖啡，一半供應
雞尾酒。據說全Tulsa最傑出的調酒師都匯聚在
此，你可以完全不看酒單，調酒師會根據你的
口味和心情為你打造專屬你的那一杯。

地址：823 East 3rd Street, Tulsa, OK
11. Paramour (San Antonio, Texas)
如果你來聖安東尼奧旅遊，一定要來Par-

amour這家酒吧。這家高檔屋頂酒吧可以俯瞰
整個聖東尼奧夜景，將城市的熠熠星光盡收眼
底。這裡也同樣提供早午餐。

地址：102 9th Street, San Antonio, TX
10. Buffalo Proper (Buffalo, New York)
Buffalo Proper是 Buffalo地區最受歡迎的

酒吧之一，主要供應手工雞尾酒和原生態食物
。推薦雞尾酒《Mr. Mule》 ,它擁有濃郁的伏特
加烈酒味，同時又透著草莓、新鮮羅勒葉及姜
啤的清甜。

地址：333 Franklin Street, Buffalo, NY
9. Mezcaleria Las Flores (Chicago, Illinois)
位於芝加哥的Mezcaleria Las Flores酒吧

最初是由一家花店改造而成，整個酒吧的裝潢
及氛圍沿襲了花店的輕鬆愜意。該店供應的雞
尾酒常常由色彩鮮艷富有創意的物件裝飾，讓
你品的不僅僅是一杯雞尾酒，更是一場情懷。

地址：3149 West Logan Boulevard, Chi-
cago, IL

8. Clover Club (Brooklyn, New York)
這家最早由鞋墊改建而成的小酒吧目前已

成為Cobble Hill地區最熱門的雞尾酒吧。坐在
19世紀的紅心木吧台，品上一杯“Old Fash-
ioned”, 看時光匆匆而過。

地址：210 Smith Street, Brooklyn, NY
7. Hotel Delmano (Brooklyn, New York)
隱秘的入口及古怪的建築風格絲毫不影響

Hotel Delmano擠進全美最受歡迎的前10酒吧
。該店供應的雞尾酒會隨著季節的變更而改變
，配酒小吃點心全年供應。

地址：82 Berry Street, Brooklyn, NY
6. St. Mazie (Brooklyn, New York)
St. Mazie最出名的不是它的雞尾酒口味，

而是它親切低調的吧內氛圍，讓人感覺仿佛是
來到一個相識已久的老友家中。該店擁有一個
爬滿葡萄藤的後花園，周末會提供樂隊現場演
奏。推薦雞尾酒：《The Hanky Panky》。

地址：345 Grand Street, Brooklyn, NY
5. Dear Irving (Manhattan, New York)
這家酒吧創立的靈感來源於伍迪艾倫的電

影《午夜巴黎》，酒吧內設有四間房間，每一
間房間的主題都各不相同。這家店的招牌必點
雞尾酒是《Whiskey Business》。

地址：55 Irving Place, New York, NY
4. The Dead Rabbit (Manhattan, New York)
這個三層樓的酒吧將19世紀80年代愛爾蘭

的酒吧文化帶到了紐約，讓這個酒吧在紐約這
個大城市中多了一份優雅迷人的氣質。推薦
《Laughing Hyena》，這是一份雞尾酒奶昔，
由朗姆、威士忌、水果和酸奶構成。

地址：30 Water Street, New York, NY
3. Curio (Columbus, Ohio)
位於Columbus的Curio酒吧擁有濃濃的德

式風格，Yelp和google上好評度都接近5星。
如果你來這家店，一定不要錯過由朗姆和特殊

香料調和而成的《Cobra Kai》。
地址：491 South 4th Street, Columbus,

OH
2. Scofflaw (Chicago, Illinois)
Scofflaw雞尾酒吧是琴酒愛好者的天堂，

這裏主要供應以琴酒為基酒的各類雞尾酒以及
與之相配的小吃拼盤。暢銷酒推薦《Velero》,
此酒由琴酒、阿貝羅酒及薰衣草調和而成。

地址：3201 West Armitage Avenue, Chi-
cago, IL

1. The Broken Shaker (Miami Beach, Florida)
位於邁阿密的The Broken Shaker酒吧擁有

濃濃的海灘風，散發著愜意而慵懶的氣息。躺
在舒服的躺椅上，吹著海風，喝上一杯由本地
自產的花草和香辛料調和而成的雞尾酒，享受
度假時光。酒吧內帶遊泳池。

地 址 ： 2727 Indian Creek Drive, Miami
Beach, FL

全美人氣最高的16個雞尾酒吧 德州兩城入選

愛新覺羅恆懿作客正生論道愛新覺羅恆懿作客正生論道
今晚間今晚間77時時3030分播出分播出

(記者黃相慈／圖與文)中國當代著名女畫家、中國末代王朝的皇室直系後裔，也是宮廷畫派的重要傳人愛新覺羅恆懿
應幸福讀書會邀約舉辦 「我的皇室家族」 一書座談會，受到休士頓僑界熱烈歡迎。為讓更多人認識了解她的故事，愛新覺
羅恆懿(前右坐者)上周二受邀上美南電視15.3 「正生論道」 節目，接受主持人鄧潤京(前左坐者)談論創作和藝術創作過程，
並分享她對二二八歷史事件簿的看法，現場也吸引數十位來賓到場觀賞互動。節目周一晚間7時30分至8時播出，精彩內
容，敬請準時收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