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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屋可負擔能力下滑

推高租金水平
美國國家地產經紀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NAR）日前公布的最新房屋可
負擔模型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難以負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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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大城市高昂的房價。 自己房產的夢想。”
很多房地產熱門市場
來自房地產公
中，貧 富 差 距 過 大，在 司 Zillow 的數據更
當 地 工 作 的 工 薪 階 層 讓 人 擔 憂。根 據
根本沒法負擔住房。
Zillow 的 統 計，如
NAR 的數據顯示，美國很多城市超過半數 果按照首付 20%來
的房地產交易是直接用全額現金交易的。一些 計算，美國目前很
財大氣粗或者至少家道殷實的買主能夠有錢直 多 地 區
接將房屋全現金買走而不用申請住房抵押貸款 的中
。這讓另一些存夠首付款都有困難的城市居民
處境極其困難。
數據顯示，紐約市區 57%的房地產交
易是現金交易。其他如孟菲斯、底特律
、亞特蘭大以及拉斯維加斯等地的現
金交易比例均超過 50%。大量的現金
等價格房屋首付款是這些地區中等收入家庭難
讓當地房價很難出現下降。這給需要住房貸
以負擔的。比如舊金山灣區的聖荷西，當地房價
款才能購買房屋的居民很大壓力。
中位數大約在 96.16 萬美元。20%的首付款需要
NAR 的數據顯示，美國很多城市超過半
大約 19 萬美元。而當地家庭平均收入僅為 10.5
數的房地產交易是直接用全額現金交易的
萬美元。數據說明，在聖荷西這樣的城市，中等
NAR 首席經濟學家 Lawrence Yun 表示，
“美
收入家庭是買不起中等價格的房屋的。
國的房屋可負擔水平已經進入一個非常令
難以負擔的房價導致更多美國人選擇租房
人不安的境地。在過去五年中，一些大城市
居住，但最終的結果是推高了很多城市的租金
的整體房價已經上漲了 40%左右，而在同時
水平。這進一步拉大的有房族和無房族收入的
，美國的工資水平漲幅卻遠遠沒有達到這個
差距，增加了美國貧富差距方面的擔憂。
水平。當價格和居民手中的資金差距加大的
（據理財 18）
時候，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很難實現他們購買

跌打足療





20 元 1 小時
100 元/6 次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Open 7 day A Week
跌打、扭傷、腰疼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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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駿傑貸款和保險
Fast Easy Mortgage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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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nie Chen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832-535-8860
832-677-3188
RMLO NMLS#1181437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聘請貸款、保險經紀 yvonnestche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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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為何沒有“天價學區房
天價學區房”
”
？
在美國，即便是人口最為密集的紐約市，
“學區”雖是影響房地產市場供求的因素之一，
但遠非決定性因素，所謂“好學區”的房價更達
不到“天價”程度。
專家認為，美國不存在“天價學區房”的主
要原因是公立教育體系的設計、政府對教育資
源的調節配置以及對房地產投機空間的有效
壓縮，遏制房價炒作行為。
在美國一般分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兩類，
涵蓋範圍從小學、初中至高中。私立學校收費
高昂，提供高端教育因此允許學生“跨片”入學
，不受所謂“學區”限制；公立學校一般規定學
生就近入學，無需繳納任何學費，不同地段匹
配不同學校。據紐約彩虹置業創始人辛迪•殷
介紹，一般學生進入公立學校只需要三份文件
：本人出生證明、家庭居住證明和本人醫療免
疫記錄。
紐約市根據地理位置，大體劃分為 32 個學
區，其中公立小學有大約 715 所。官方統計數據
顯示，每個學區的公立小學入學率基本能夠達
到 90%左右。
不過，美國公立學校教學質量存在差異，
“好學區”內的學校師資力量優質，財力雄厚，
設有多項特長班、語言和藝術課程，這也在一
定程度上吸引不少家長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
教育而搬到“好學區”附近。
以紐約為例，瑞禧地產創始人杰西卡•湯
介紹說，皇后區有些地區僅需約 30 到 40 萬美元
即可購得一套住宅，但同樣大小的房型在皇后區
優質
“學區”
地段，可能需要80萬美元以上。
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國購房者更看重的是

“好學區”的綜合指標，包括該地段配套的醫療
、服務環境和交通多方面因素，因此，所謂“好
學區”房價偏高，並不單純是學校的因素。從因
果關係看，在美國是一個“好社區”的存在促成
了一個“好學區”的建成，而“好學區”又進一步
吸引了更多潛在購房者來到“好社區”購置房
產。
在“寸土寸金”的紐約曼哈頓，
“好學區”房
源價格與其他地區差別不算太大。辛迪•殷介
紹，曼哈頓地區“學區房”房價大約僅高出同等
地區其他房源價格 20%至 30%左右。她認為，
曼哈頓地區的“學區房”不算過“熱”
，更談不上
“天價”
，正是由于曼哈頓地區教育資源充足。
美國家庭購買住宅後，需要給地區政府繳
納地產稅，地產稅構成了當地政府約 70%的收
入來源。地產稅除支持當地政府公共部門開銷
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用于當地公立學校建設、
系統運作，包括教職員工的工資、福利以及學
校其他運營費用。因此，美國部分社區公共教
育資源豐富，主要是由于該地段業主所繳納地
產稅高昂。
此外，持有房產的家庭在繳納地稅之余，
還要向當地學校繳納學校稅，儘管數額占比不
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支撐當地公立學
校運營完善。
同時，美國在 2007 年次貸危機發生之後，
政府對樓市中存在的“投機炒房”行為管控較
為嚴格。在美國，絕大多數人通過貸款買房，因
此銀行可以通過貸款的審核申請、收緊放貸進
而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
此外，美國政府對教育方面的撥款會“有
意識”地向排名靠後的公立學校傾斜，不人為
地打造“重點學校”
，儘量縮小學校之間實力
差距，保證教育資源均衡均等，加強政府資金
統籌作用，從根本上抑制了“天價學區房”的

產生。
2001 年美國時任總統布什提出了《不讓一
個孩子掉隊法》法案，此後多次修訂，旨在逐步
完善美國基礎教育公平。法案規定，全國所有
接受聯邦教育基金的公立學校，其 3 至 8 年級
學生每年必須接受閱讀和數學統考，旨在考量
公立學校教育質量。連續兩年在測試中不合格
的學校，會被標注為“急需改進”
，調整師資力
量，並允許該校學生轉學；連續四年在測試中
不合格的學校會規模性更換學校教職員工，改
善課程設置，加強學生補習；連續六年在測試
中不合格的學校會被勒令關門、轉為私有公司
運營或者由州教育局直接接管。

在美國，無論是租房者還是購房
者，只要提供合理的居住證明，均可享
受同等的教育資源，這在一定程度上
有效地避免了家長一味地通過購房途
徑獲取教育資源，繼而推升房價的現
象。
美國不少家長會選擇在“好學區”
租房，這成為其子女進入熱門公立學
校最直接的途徑。但對于有些熱門“供
不應求”的公立學校，即使擁有所處地
區的房產，仍不意味著子女一定可以
進入心儀的學校。對于名額分配不足
的學校，教育部將以“抽籤”的形式，被
選中的學生方可入學，沒有選中的學
生將被隨機分配至其他教育質量水平
相當的公立學校。
美國入學政策也相對靈活。在學
生申請入學時，如果其兄弟姐妹曾選
擇過該公立學校就學，該生在申請中
將會被優先考慮。此外，如果家庭在該地區持
有房產或居住多年，在其子女申請當地學校入
學時也會比剛剛購買或租賃該地區房產家庭
的子女優先考慮。
同時，美國大學在招生時，也不單以 SAT
最終考試成績衡量，而是將學生平時表現，平
均學習成績（GPA）
，課外活動參與情況，實習表
現，以及教師、實習推薦等多因素綜合考量。這
使得相對較差學校中的“尖子生”在申請大學
時可能比優質學校的“中等生”更占優勢，因此
從根本上遏制了學生一味地“扎堆”名校現象。(
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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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投資率高的房子
據統計，去年中國買家在美國房產的投資中占得比例最大，
不僅遠超第二名加拿大，而且購房的平均價格也位居第一。為什
麼華人這麼偏愛美國房產呢？並不是因為我們瘋狂的購買欲和
跟風心態趨勢，而是因為美國地產真的有良好的投資前景。
下面小編為投資者總結了 10 條最易忽略，卻可以大大幫助
您減小投資風險的因素，幫你選到合適的投資房產。

01 清楚自己的購房目的
在看房產廣告之前，想清楚自己的購房目的是什麼。是為了
穩定的租金收入？是要翻新然後再出售？或是先出租，退休之後
在此安度晚年？弄清楚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巴菲特曾說過：
“民意
調查無法代替思考。”

02 購房時就考慮出手房產
在最終敲定之前要想清楚 3 年、5 年或者 10 年之後誰會是
下個買家。
如果下個買家是投資者，你的賣點就是豐厚的租金；
如果下個買家是遊客，他們可能變化不定，旅遊市場到時可
能會飽和；
如果下個買家是當地人，那麼買家候選人可以有很多，但他
們喜歡安全整潔的教育房。

03 瞭解賣方中介的信息

06 找一個好的房產經理

買家總是大量研究房產，但是很少研究賣方中介。在美國，
房產經理一般有兩個作用：讓業主滿意和讓租客滿意。為此
房屋中介必須持證上崗，所以充分瞭解房屋中介的專業資質以 需要做大量工作，十分不易。
及口碑將對整個購房過程起到良好的作用。
能經年妥善管理投資和租客的房產經理是十分難得的。增
加租客或延長租期都要多收費
，所以在計算成本的時候要把這
04 詳細地瞭解社區信息
些算進去。房產經理公司能力越強，租客滿意度就越高，租期也
這一點很重要，要對社區當地人口、家庭收入、租金預估和 就越長。而租客流動過快會消耗過多成本。
安全指數等房產和業務信息進行調查。如果你購買的房產在某
社區內，那麼要一份租房表複印件，確定空置房產和抵押房產的
07 尊重租客同時也要嚴格要求
數量。還需要一份住房所有權帳目複印件，查看周圍是否有很多
好的業主要讓租客滿意，防患于未然。如果租客一直很合作
延期維修或壞賬堆積。
，他有要求的話業主要有回應，這樣便于解決問題。

05 要有獨立檢驗報道

如果租客要求修繕房屋，請不要拒絕或拖延，否則將費時費
力。要準備好這筆修繕的費用，記錄好所有的
很有可能房產外觀不錯，社區環境也很好，但這並不代表內 花銷。不縱容租客拖延交租。從第一天起就嚴
部也沒問題。需要邀請專家來確定空調是否完好、電線是否安全 格要求租客按時交租，如果租客不守租房合約
、屋頂是否堅固、排水有沒有問題、房屋是否受潮、暖爐是否損壞 ，就毫不留情趕走他。
等等。這些問題一旦忽視，日後需要花費大量資金來修復。
這些檢驗安排起來十分方便，且價格不貴，250-300 美元。
08 儘量選擇最佳房產
只有預定之後才能進行檢驗，檢驗必須在押金期之內完成。
在社區環境優美、房產價位適中的情況下

現的人，但是可能性太小了。更多情況下，別人早就發現這筆好
買賣了，但留到現在還沒賣出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10 一直掌握房產狀況
有時人們買下房產、租出去以後就不聞不問了，但是後來會
發現很多問題。應該時刻關注，一旦有問題就立刻解決。隨時關
注有關自己房產的資金流動，每個月都要更新文件記錄，確保每
年都交稅單。
以上即為小編整理的 10 點美國房產投資的注意事項，對于
很多朋友來說，購買房產一是想移民，為了子女教育等等；二是
海外置業投資，多數情況下房產購買完後都是出租出去，所以以
上 10 點，能幫你妥善處理房屋出租問題，使投資回報最大化，畢
竟每月租金可不是小數目。(文章來源：網絡)

，儘量選擇最佳的房產。如果高層的二臥公寓
附送面積或帶大陽臺，那麼就要選這樣的。如
果之前的業主為地板和廚房花費了很多，那麼
賣家開出的額外費用低于之前投入的前提下，
買家可以接受。
如果社區有湖，選臨湖的房產。如果社區
有大型設施（泳池、網球場、燒烤區）而且只比
一般社區貴一點的話，選設施好的社區。

09 避免“太好”的交易
如果交易“太划算”
，那一定不能上當。有
可能這真是筆好買賣，而你恰好又是第一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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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投資 / 自住 / 商業
Paul Lin
林濟周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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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貸款買房後
應該如何還貸更省錢？
應該如何還貸更省錢
？
的月費大部分
是用來付利息
，而 隨 著 利 息
的 比 例 減 少，
本金的比例則
慢 慢 增 加。 如
果 需 要，可 以
在網上免費計
算 Amortization loan payment， 或 者 要
求房貸專員提
供相關表格作
為參考。

不管你是留美多年的華人，還是初來乍到
的新移民，能在好山好水好自由的美國擁有自
己的房產都絕對是人生計畫的一部分。對于美
國大部分購房者來說，較長的貸款期會使得每
月月供較低，還可以騰出更加多的流動現金作
為其他投資的資本，貸款買房時往往會選擇 30
年的房屋貸款。然而，30 年房屋貸款使購房者
需要付出更多的利息。那麼，如何在貸款銀行
允許的情况下，更早的付清房貸呢？
兩個方法更早的付清房貸與節省利息支出：
提前償還或者一次付清貸款本金。另外一
個方法就是重新貸款為更短的貸款期和更低的
利率。從提早付本金來說，如果可以提早把貸
款付清，可以節省利息開支，剩餘的錢可以作其
他用途，比如度假，投資等。最普遍的房貸付款
方法是 Amortization Schedule（分攤還款）
，貸
款者每個月需要付固定的月供，但每個月的利
率與本金的比例會不斷地改變，剛開始，每個月

費上。這樣的還款方式可以為你節省$24,000 及
把供款期縮短 4 年。
3. 增加每月付款額，比如說，你的月供為$2,000
，現在突然你的工資有了大幅度提升，你可以把
每月付款額從$2,000 改為$2,500。
4. 多付每個月的付款額，比如把尾數的零錢付
整，長期來說也可以節省一定數目的利息。
另外，在大部分情况下，額外的付款會直接
付到本金，但是，有某些情况銀行會把付款算到
下個月的金額，比如說，一個客人在每個月的 1
號有自動付款，他在月底提前付款，銀行會以為
他是在付下個月的月費，系統會自動跳過下個
月的月費。

貸款期意味著更短的時間把貸款付清，但同時，
較短期的貸款也意味著較高的月供。舉個例子，
把一個剩下 25 年的 30 年 6%息率的貸款，重貸
為 15 年 3.5%息率的貸款。原本的貸款額是$350,
000，我們把剩下的$331,500 重貸。原本的貸款
額是$350,000，按照息率 6%，30 年期算，月供是
$2,098.44。剩 下 25 年（300 個 月）=$2,098.44 x
300 = $629,532（25 年的本金加利息）
。重貸後的
額度是$331,500，息率 3.25%，15 年期，月供是$2,
329.36，15 年（180 個月）= $2,329.36 x 180 = $419,
284.80（15 年的本金加利息）
，因此。這個例子裏
面，如果我們把 30 年貸款重貸為 15 年，我們會
省了$210,247.20 利息開支。
當考慮去做重新貸款時，則需要考慮現有
提早償還本金並不適合所有人
的息率，每個月省下的利息開支是否可以抵消
如果想提前償
關于儘早償還房貸，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 重貸的費用，費用大概是貸款額的 2%。比如說，
還本金 最好在 方，比如購房人的財務狀况與資金流動狀况，對 如果你的房貸只剩下幾年，你的月供大概是更
頭五年付
此，建議保留一定的資金儲備來應付這種風險。 加多地在付本金，那麼你不會考慮再延長你的
對購房者來說，分攤還款時提前償還本金， 除此之外，另外有一天當購房者需要使用之前 房貸多 15 或 30 年了。另外，做重新貸款時，意味
每月月費是不變，但可以有助于縮短供款期。由 投入房貸裏面的資金，則可能需要申請 Home 著你是用新的貸款去付舊的貸款，貸款銀行會
于大多數的貸款剛開始是主要付利息部分，越 Equity Line of Credit（房屋抵押信用額）
，如果 調查你的財物狀况，例如信用分數，收入，負債
早付本金，往後的利息就越少。舉例來講，如果 銀行拒絕貸款申請，那購房者就不能夠使用那 與收入的比例，等等。
每年多付一個月的月費，這一個月的額外付款 筆財產，除非財物狀况得到改善。
對于節省利息開支來講，提前償還本金和
將會有助于更快付清房貸。以房貸 50 萬美元計
然而，一些理財顧問也並不推崇這一方式， 重新貸款都是很好的方法，但都需要根據個人
算，30 年 的 房 貸 利 率 為 4.53%，每 月 月 供 為 反而認為提早還清房貸並不是明智之舉。面對 財務狀况來選擇。(取材網路)
$2542，如果每年年頭多付一個月的月供，就可 這個問題，購房者需要考慮自己的房貸息率，如
以把 30 年的供款期縮短為 26 年，因為縮短了 4 果你的房貸利率比較低，那你應該考慮先付清
年供款期，就節省了$67,582 的利息。
你的信用卡卡債或者其它息率比較高的債務。
另外，購房者也可以把錢用作其他的投資，比如
什麼情况比較適合提前償還本金？
加大退休計劃，或者其他投資產品。另外，房產
可以部分償還本金。舉例來講，如果購房者 的用途也在需要的考慮因素之內。
房貸 22 萬美金，利息為 4%，房貸期限 30 年。有
如下償還本金方式：
另一個節省利息開支的方法：重新貸款
1. 每個季度多付一個月的費用，可以節省$65,
如果把長期貸款重貸為一個比較短的貸款
000 利息及提早 11 年把房貸付清。
，比如說，把一個 30 年的房貸重貸為 15 年，15 年
2. 把月費除以 12，再把這個數加到每個月的月 貸款的息率通常比 30 年貸款的息率低，較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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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據說話：投資美國房產就是這麼值
星期一

當我們談論該不該在美國投資房產的時候
，我們其實考慮的問題是“現在在美國買房貴不
貴，收益是多少”
。關于這個問題，我拆開來分析
就清晰了。
俗話說房子是抵抗通貨膨脹的硬通貨，實
際上房價上漲幅度略超過通貨膨脹率是正常的
，也是普羅大眾辛苦做房奴換來的一點獎勵。但
如果超過的太多，是不是泡沫就見仁見智了。
首先看一下美國的通貨膨脹情况：
從 1993 年-2011 年，18 年期間，平均每年的
通貨膨脹率是 2.7%。
美國房價每年平均漲幅多少？
美國房價歷史長河中，連續下跌超過 5 年

2017 年 3 月 13 日

Monday, March 13, 2017

的 有 兩 次，第 一 次 是
1929-1933 的大蕭條時
代，累計跌幅達 26%，
另一次是 2006-2011 由
房地產泡沫引起的金
融 危 機，累 計 跌 幅 達
33%。
而在這 123 年中，
發生了 3 次連漲 10 年
累計漲幅超 100%的事
件。1938-1954 二 戰 帶
來的工業和消費需求，
大 牛。1969-1986 的 漲
幅除去通貨膨脹率後
還 是 負 增 長，偽 牛。
1995-2007，80 後 都 知
道的次貸危機導致的房產泡沫，假牛。

美國房價漲跌的特殊階段得拎出來算！
凱斯-席勒指數公布的數據，從 1890 年至
2013 年，123 年中，美國平均房價上漲指數是
3.07%，也就是超 2.7%通貨膨脹率一點點，這樣
的房產市場簡直不要太健康！
這都說的是 2013 年以前，證實了美國房產 現在還太不算晚！
市場本身是沒問題的。NADEEM WALAYAT 在
回顧歷史，分析數據的同時也要結合現在
2012 年的時候預測在 2013-2017 年期間美國房 的實際情况去幫自己理清要不要現在在美國買
價仍會上漲，我們已經親眼鑒證了這個事實。
房。我列出一些幫小夥伴們理清思路：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現在進入美國市場會 Ⅰ.人民幣貶值，美元升值，放眼全球，除了美國
不會晚，我仍用這張 lucky 圖幫大家分析一下：( ，你還能投哪；
見表一)
Ⅱ.美國房產市場總體來說可以跑過通貨膨脹

表一

略有盈利沒有泡沫，更安心；
Ⅲ.美國超一線城市仍在持續發展吸金力量驚
人，尤其是德州休斯頓地區近兩年房價漲幅超
20%，而休斯頓稅後生活成本低于全美 12%，住
房成本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26%，對準備持有美
國房產的朋友們來說是非常棒的選擇；
Ⅳ.最後，房子本身值錢，地更值錢。美國房產是
永久產權。(取材網路)

美國 1 月新屋銷售不及預期 房價中值
同比增 7%
日前，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國 1 月新屋
銷售年化 55.5 萬戶，預期 57.1 萬戶，12 月數據從
53.6 萬戶修正為 53.5 萬戶。1 月新屋銷售環比增
3.7%，預期增 6.4%，12 月從環比降 10.4%修正為
降 7%。1 月新屋銷售同比增 5.5%。
圖一為 2000 年來新屋銷售情况。

經修正後，2016 年全年新屋銷
售為 56.1 萬戶，為 2007 年來最高，
較 2015 年增長了 12%。
1 月新屋售價中位值為 31.29 萬
美元，較 12 月下降 1%，不過較去年同期大增
7%。
以 1 月的銷售速度計算，市場需要 5.7 個月
來消化掉庫存，這與 12 月的庫銷比一致。
新屋銷售僅占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不到
10%，每月數據波動較大。儘管如此，近年
來新屋銷售整體呈現出穩步緩慢上漲態
勢。上日公布的成屋銷售數據顯示，美國
1 月成屋銷售總數年化 569 萬戶，遠超預
期的 554 萬戶，創下 2007 年 2 月以來新
高。
最新的新屋和成屋銷售表明，雖然
房地產銷售受庫存低迷、房價高、房貸利
率路徑不確定等因素牽制，需求仍較為
強勁。
（據華爾街見聞）

圖一

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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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直播平臺火不火？
探究中美直播差異(上)

【來源:網路】
的圖片式生活記錄後的又一 觀看時實時發出的評論顯示 魚在全球網站排名第 200 位，
中國近年進入直播時代 網絡互動平臺。美國的網絡紅 在視頻旁邊，國內的電子競技 日均訪問量達 1563 萬。
，王思聰斥鉅資加入的遊戲直 人們也踏上了直播生財的熱 平臺如鬥魚等，評論多以彈幕
Periscope 是 由 創 始 人 貝
播熊貓 TV 引領了以秀場直 潮。Vine（視頻分享網站）的知 的形式發出。鬥魚 TV 的前身 克普爾（Beykpour）和伯恩斯
，是中國第 坦（Bernstein）在 2014 年創立
播和遊戲體育直播為起點的 名博主、網絡紅人羅根保爾 是 A 站（ACFUN）
直播熱潮。美國同樣刮起了一 （Logan Paul）和 萊 勒 龐 斯 一家以動漫為主要內容、彈幕 的綜合性視頻直播應用，當時
股 直 播 風 暴，在 Youtube、 （Lele Pons）都 被 Facebook 重 為交流形式的網絡平臺，並在 他們給這個應用取名 Bounty
Younow、Meerkat 等老牌直播 金 簽 入 其 直 播 平 臺；著 名 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 80、90 。創建初期 Periscope 從穀歌創
平 臺 的 帶 動 下，Facebook、 Youtube 播 主 Pewdiepie 擁 有 後用戶。鬥魚 TV 以遊戲視頻 投、門羅創投等風投公司得到
Twitter 等巨頭紛紛加入。直 超過四千萬訂閱者，去年收入 直播為主，同時也涵蓋娛樂體 150 萬美元的投資，並在 2015
播給了網紅一個微博外的新 1200 萬美元，而他的高人氣 育等內容。不同于 Twitch 播 年被全球訪問量前十的網站
秀場，同時各大直播也紛紛邀 視 頻 頻 道 Let’s play game 則 主人氣上升後網站才給予酬 之一 Twitter 收購，收購後正
請人氣明星及商界名人入駐， 創下了 400 萬美元的廣告收 勞，鬥魚播主依靠觀看用戶打 式以 Periscope 的名字推出。借
展開了拉攏粉絲的拉鋸戰。雖 入。演藝明星們如凱文哈特、 賞靠充錢買到的“禮物”掙錢。 助 Twitter 強大的推廣平臺和
然中美在直播模式及應用上 戈登拉姆齊等也在 Facebook 不同的平臺有不同的抽成比 視頻直播的趨勢，上線後短短
例，最後播主和平臺共同收益 四個月內 Periscope 已經有超
存在著顯著差異，卻同樣面臨 上加入了直播大軍。
著新競爭格局下如何求存的
Twitch 是亞馬遜旗下的 。這也是目前國內直播平臺播 過 一 千 萬 註 冊 用 戶。Peri難題。
一家實時流媒體平臺，其內容 主賺錢的主要模式。
scope 的播主多是草根群眾，
直播時代來臨 中美網紅 主。體 為 電 子 競 技 直 播。
根 據 福 布 斯（Forbes）統 隨時隨地分享做飯食譜旅遊
誰賺的多
Twitch 的前身 Justin.tv 是一家 計，截 至 2016 年 6 月 14 日 風光等個人生活，而圍觀群眾
電競第一女主播 Miss 三 綜合性網站，包含體育、娛樂 Twitch 11 個最受歡迎的頻道 則可以通過觸碰屏幕送愛心
年一億簽約虎牙；網絡紅人張 新聞等，而 ve 遊戲是其中發 共有 4213 個視頻，而其中的 給播主。人氣高的播主可以在
大 奕 首 次 直 播 一 小 時 進 賬 展最快並且最受歡迎的一個 “異常值頻道”
，即觀看量遠多 後期吸引商業公司贊助獲得
5000 元；趙本山[微博]女兒妞 板塊。2011 年 Justin.tv 將遊戲 於播放同樣遊戲內容的頻道， 商業利潤。(未完)
妞直播日賺 88 萬。這些天價 台塊分離出去成立了 Twitch 都是通過多年累積才有了現
收入的背後是直播興起帶來 。Twitch 在 2014 年被亞馬遜 在的關注量。據統計，75%的
的網紅經濟時代。直播平臺的 以超過 10 億美元收購，目前 異常值頻道都是在 2013 年之
崛起為網絡紅人們找到了除 擁有超過 1 億的觀眾。
前建立的，而其餘 95%關注量
了賣衣服賣化妝品外的又一
Twitch 包含的遊戲種類 較低的頻道都是在 2014 年以
迅速把人氣變現的平臺，而各 繁多，其中不乏熱門遊戲，例 後建立的。從中不難看出在
大直播網站也爭相砸錢邀請 如英雄聯盟、Dota2、我的世界 Twitch 的 運 營 模 式 下，一 個
網紅入駐利用粉絲效應鞏固 等。Twitch 的 視 頻 直 播 主 要 頻道一般需要三年左右才能
市場。
分兩種，一種是遊戲高手的遊 建立穩定大量的客戶群並且
各路明星也玩直播玩得風 戲全程直播，一種是遊戲解說 達到盈利。
生水起：劉濤直播解密自己拍 。有的解說員衣著火辣，有的 異常值頻道(藍)與普通頻道(
的電視劇，範冰冰[微博]直播 語言搞怪。不同的播主靠自己 紅)建立年份百分比對比圖(
時裝周，李冰冰[微博]直播電 個性化的特點吸引觀看者。 數據來源：福布斯)異常值頻
影 節，宋 仲 基 直 播 見 面 會，
Twitch 播主賺錢的規則 道（藍）與普通頻道（紅）建立
Bigbang 直播巡演。與此同時， 和 Youtube 類似：當播放量足 年份百分比對比圖（數據來源
商業大鱷們也毫不落後：雷 夠大時網站就會將廣告利潤 ：福布斯）
軍直播了小米的無人機發佈， 分給播主，同時觀看用戶也可
不同於 Twitch 的慢速積
王健林在魯豫有約獻出了直 以直接用 paypal 給播主打賞。 累，鬥魚 TV 從 2014 年成立至
播首秀，周鴻禕跑到了花椒直 而網站的運營則主要靠廣告 今僅用兩年就得到了資本及
播站台。在中國，全民直播時 商的廣告費和用戶每個月繳 客戶群的快速擴張。2016 年
代已然來臨。
納的會員費。繳納會員費的用 三月鬥魚完成一億美元（6.7
在 美 國 ， 從 2015 年 戶每月花費 8.99 美元即可享 億人民幣）B 輪投資，其中騰
Meerkat 一夜躥紅以來，直播 受一些升級服務例如免除廣 訊領頭 4 億，A 輪投資者紅杉
迅速成為繼 Facebook 式的社 告、專屬表情包以及更大的視 資本及南山資本跟投，估值超
區式交友互動、Twitter 的簡 頻存儲空間等。
過十億美元。根據第三方數據
短文字式狀態分享、Instagram
不同於 Twitch 將用戶在 網站 Alexa 統計，截至目前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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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直播平臺火不火？
探究中美直播差異(下)

方式強調參與性用戶體驗。最近 觀眾發送“cheers”的功能（類似於國內送禮功能
Meerkat 推出一個新的錄製功能 ）
，而 Meerkat 在眾巨頭的夾擊下已經開始業績
LVR，對於即將到來的直播感興 下滑並進行核心業務改版。而在中國，隨著新的
趣卻又不能即時觀看的用戶可以 競爭者加入老牌平臺也紛紛升級。YY 最近宣佈
點擊“record”對視頻進行存儲記 推出直播盒子，優化 PUGC 的產出，同時促進和
錄。
芒果娛樂、華策娛樂等娛樂巨頭的合作。而映客
類似于 Meerkat 的市場先行 則加大和明星的合作力度，利用粉絲效用鞏固市
者地位，YY 直播也是中國的老 場。新的競爭格局下各家平臺已不光是內容的競
牌直播平臺。YY 直播的前身是 爭，而是資源、生態佈局、媒體合作等一系列綜合
YY 遊戲直播，創立於 2012 年，隸 競爭。
屬於歡聚時代。YY 遊戲直播的
一時潮流 or 未來趨勢 狂歡過後直播能否
定位在為玩家提供高清的電競賽 避免 O2O 式沒落
事和體育賽事觀看，到 2014 年正
小葉子外賣、e 食 e 客、隨意……《華東地區
式更名為 YY 直播，內容涵蓋體 O2O 項目死亡名單》上列著倒在 o2o 這場博弈
育、明星、遊戲、音樂等各方面，以 中的犧牲者。2014 年在 o2o 最火的時候只要拿著
素人秀場式直播為主題，定位更 手機一路掃碼午餐、水果、化妝品、專車、飛機，任
平民化。擁有長期歷史的 YY 擁 何你想要的都能通過各種 app 以低廉的價格送
類似於 Periscope，映客直播也是在中國短期 有強大的公會資源，而擁有大量的公會主播也使 到你手上。那時各種線上線下企業如雨後春筍紛
內迅速崛起的直播界典範。映客直播在 2015 年 5 YY 在競爭激激烈的市場中可以屹立不倒。
紛冒出，伴隨著資本的瘋狂投入 o2o 進入了屬�
月成立初獲得了天使基金的 500 萬投資，2015 年
和一般國內平臺的素人主播靠觀眾送禮掙 它的狂歡時代。然而嚴重的同質化問題、資金鏈
11 月獲得了賽富基金領投的數千萬 A 輪融資，12 錢不同，YY 的主播要想將禮物兌現則需簽約公 斷裂問題以及線下資源不足等問題使 o2o 在僅
月獲得了昆侖萬維領投的八千萬 A+輪融資。短 會，並要服從公會安排。而主播利潤則來源於 僅一年後便發生了倒閉潮，倖存下來的企業多有
短半年內獲得三輪融資，身價翻番，日活動量超 YY 平臺給的固定工資和提成，以及與商家合作 資本巨鱷撐腰，在行業內基本處於壟斷地位，例
一千萬，映客迅速在老牌直播平臺 YY 直播、唱 接廣告。相對于 Meerkat 的群眾隨時直播的模式 如打車界的滴滴出行界的攜程。中小企業再難生
吧、花椒中殺出一條血路。類似于 Periscope 的客 ，YY 的秀場直播對主播的要求更高，一般高人 存。
戶定位，不同於當時的秀場式直播和遊戲直播等 氣主播都長相靚麗多才多藝且性格開朗還要有
僅僅一年後直播便以更為迅猛的姿態襲來。
主流定位，映客的定位在於主打時尚理念並以素 專業的電子設備。
今天直播引起的投資熱潮絲毫不遜於當初的
人參與為主，以映客融入用戶生活為主要切入點
網絡巨頭紛紛加入 直播江湖風起雲湧
o2o 模式。能否避免重蹈 o2o“ 一窩蜂慘死”的覆
。普通群眾通過映客分享自己的美食音樂或隨時
直播這塊新鮮的肥肉不光吸引著年輕的投 轍也成了這場盛會的每個參與者需要思考的問
發生的小事，並且同樣也接受群眾的在線“禮物” 資者加入，各網絡巨頭也紛紛參與其中。在美國 題。相比美國，中國市場的直播平臺更多、競爭也
與網站分紅盈利。
除 了 Twitter 和 亞 馬 遜 分 別 購 買 Periscope 和 更激烈，同時市場和競爭手段也更加重迭。早期
Meerkat 是美國第一個爆紅的直播 app，前 Twitch 外，臉書（Facebook）和穀歌最近也加入直 直播平臺基本都以秀場和遊戲體育直播為主，主
身是 Yevvo，由 Rubin 在 2013 年創立。由於誕生 播大潮。Facebook 推出了 Facebook Live 的直播 播的長相是否甜美、身材是否勁爆、穿著是否暴
時機和模式的不合適 Yevvo 並沒有得到樂觀發 應用，策略與 Periscope 類似，都是利用已有的用 露、說話是否夠嗲都成了能否吸引用戶的競爭點
展，並於 2014 年下架。2015 年 2 月經過重新研發 戶群和其社交網絡形成穩定客戶群。而穀歌旗下 。到了現在各家又用瘋狂燒錢的模式拉攏明星簽
魯冰推出 Meerkat 並在上線以後迅速躥紅，不到 的 Youtube 一直都有直播內容，最近 Youtube 已 約熱門節目來擴大市場。若要避免 o2o 的下場則
一個月用戶數超過 30 萬。Meerkat 早期的定位在 將直播功能 Youtube Live Mobile Streaming 專門 需注意以下這些方面：
科技圈，利用 Product Hunt（一款新產品推薦平 區分出來並在少數用戶中先行測試後正式加入
一。從明星依賴式到群眾參與式
臺）和 SXSW（西南偏南，每年一次的新電子產品 競爭。而在中國，競爭也同樣進入白熱化，目前中
明星雖然人氣高但很難維持常態，僅僅依賴
推介大會，曾捧紅過 Twitter）的平臺推介以及和 國市場上已有超過兩百家直播平臺，除了 BAT 明星很難維持高流量的常規性。同時普通用戶也
Twitter 賬號的關聯迅速在科技圈走紅，三天內 各自佈局外，小米、微博、陌陌等也紛紛加入。光 容易缺乏存在感。當觀眾對明星產生審美疲勞而
獲得 1.5 萬名用戶，並在之後迅速拿到了由格雷 騰訊旗下目前就擁有七家直播類平臺，而剛與阿 自身的需求又不能得到滿足時，直播將很容易走
洛克風投公司領投的 1400 萬美金（約 9000 萬人 裡巴巴合併的合一集團旗下則擁有來瘋、火貓 向死胡同。因此能否從高度依賴明星的模式逐漸
民幣）的 B 輪融資。
TV、優酷等六家直播平臺，同時陌陌和微博等都 過渡到以普通群眾參與為核心的模式將是未來
相比 Periscope，Meerkat 的頁面設計更簡單 有自己龐大的用戶群為支撐，直播平臺競爭愈演 競爭的關鍵。在這點上映客的模式更加優化，從
明瞭，視頻整體分為兩類，正在直播和即將直播 愈烈。
一開始即以素人直播為常態很好的將映客融入
的視頻。Meerkat 現在的用戶群也以普通群眾為
面對新的競爭格局，兩國的直播平臺都推出 到了普通群眾的生活中，搶得了這塊空缺市場的
主。在 Meerkat 之前美國的網絡直播主要以網頁 不同的策略應對，以求在廝殺中取勝。Twitter 禁 先機。
直播的形式為主，Meerkat 開創了手機直播的新 止了 Meerkat 從 Twitter 自動導入連絡人的功能，
二。市場定位多樣
時代，並通過讓用戶點擊愛心表贊或者寫評論的 Facebook 繼續重金邀請明星入駐，Twitch 添加了
現在的直播平臺大多定位重複，用戶很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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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不同直播平臺的區別，長此以往又將進入
o2o 資本博弈的循環，中小規模平臺又將面臨成
本難以回收、資金鏈斷裂的問題，最終退出競爭
市場。因此採取差異化策略形成自身的特色，哪
怕瞄準縫隙市場也是中小規模平臺的一條長久
生存之道。
三。創造層次鮮明、豐富多元的內容機制
中國早期的直播內容定位偏低級，有些平臺
也因涉黃等問題被下線。走這種單一的打擦邊球
式的路線不但容易觸及制度的邊緣，也很難長期
吸引用戶興趣。因此創建多元豐富而有趣味的內
容是更富有遠見的發展模式。
相比中國，美國直播行業的公司數目少了很
多，因此廝殺程度沒有那麼慘烈。但同時 Facebook、Twitter 等網絡巨頭的優勢更為明顯，其餘
公司在資本規模和客戶資源上難以望其項背。在
這種情況下小公司找准市場，避免和網絡巨頭進
行重迭性競爭是生存的關鍵。Meerkat 在被夾擊
利潤下降的情況下已經開始由多人互動模式開
始向少數人社區式互動模式轉變，避免和 Twitter、Google、Facebook 正面交鋒。同時美國的直
播平臺在內容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上不如中國的
平臺豐富，而這點也將成為未來競爭的一個潛在
區域，例如已經有平臺開始研究如何將 VR 和直
播融合。
資本盛宴終有冷靜下來的一天，誰輸誰贏現
在判斷還為時過早，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準確
把握好定位並形成自身難以模仿的優勢才是中
美兩國各直播平臺能否走到最後的關鍵。引用巴
菲特的一句話：
“只有當潮水退去的時候，才知道
誰在裸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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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在監獄方面的花費漲幅
是教育方面花費漲幅的 3 倍

一份新聯邦報導揭露，州以及
當地政府在在鑒於方面的花費漲
幅是其在教育方面花費漲幅的三
倍。這項分析的數據來源於美國
司法統計局, 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其他機構。通
過 比 較 在 1979-1980 和
2012-2013 兩個時段內花費的變
化得出結論。
總體來說，公立小學和初中
教育的公共支出增加了 107%，然
而對於監獄和禁閉的公共支出增
加了 324%。在不同的州內，對於監
獄和禁閉的支出也有較大的差異
。曼徹斯特花費漲幅 149%，德州則
增長 850%。在教育方面，各州的增
長幅度也大相徑庭，有密歇根的

增長 18%，也有內華達州的增長
326%。
這項數據還比較了在監獄和
禁閉上的花費增長走勢與在高等
教 育 上 的 花 費 增 長 走 勢。在
1989-1990 和 2012-2013 兩 個 時
段之間，前者花費增長了 89%，然
而高等教育的花費幾乎保持水平
狀態。
這些數字充分描繪了美國政
府在公共支出上體現出的優先順
序，美 國 教 育 部 秘 書 長 John B.
King Jr.這樣說道。
“預算反應價值，在這份分析中
所揭露的趨勢也反映出我們國家
所看重的東西，而這個優先順序
應該被重新審度，”King 在一次媒

體發佈會上說道。
“從太久之前開
始，這個國家的系統就延續這種
不公平。我們必須選擇為了兒童
的未來增加更多的投資。我們需
要在‘預防’上投資，而不是‘懲罰
’
，應該在學校上進行更多的投資
，而不是監獄。”
專家們也長期關注對教育的忽
視和監禁的看重之間的關聯，據
此報道，美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5%，而監獄犯人數卻是全世界監
獄犯人數的 20%。州立監獄中的罪
犯有三分之二沒有讀完高中。
在這項研究中的數據還指出，
這樣懸殊的比例對有色人種有著
巨大的影響；年齡在 20 到 24 歲之
間的黑人更有可能被禁閉而不是
被雇傭。報道稱，儘管真正犯罪的
比率在下降，但是禁閉的比率在
前幾十年中迅速的增長，有一部
分原因可能是強制性最低量刑法
的出臺。但是相關人士質疑是否
禁閉對於減少犯罪會起到實質性
作用。
報導建議，應該將對於禁閉
的預算劃撥一部分到教育中去，
例如可以增加教師的薪資和學前
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勞改教育的
投資。
【來源:網路】

研究說美國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現象加劇
美國《健康事務》雜誌發表一項研
究說，近幾年美國人在享有醫療服務
方面的不平均情況加劇，目前美國富
人佔用了大部分醫療資源，他們的健
康狀況也明顯好於其他階層。
數據顯示，2012 年，美國最富裕的
五分之一人口的醫療支出比最窮的五
分之一人口高出 43%(人均高出 1743
美元)，比中間收入階層高出 23%(人均
高出 1082 美元)。
為了弄清美國各階層醫療支出的
長期變化趨勢，在最新研究中，美國哈
佛大學醫學院等機構研究人員對過去
幾十年中開展的 22 項相關全國性調

查的數據進行分析。他們發現，第一個
變化趨勢的拐點出現在 20 世紀中期。
1965 年，美國政府開始實施面向
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的醫療保險計劃
(Medicare)和面向低收入者的醫療救
助計劃(Medicaid)。在此之前，美國富
人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大約是窮人的兩
倍；而醫療保險計劃和醫療救助計劃
的實施使美國醫療資源分配更趨平均
，這方面的貧富差距迅速縮小，一度幾
近消失。
進入 21 世紀，這一趨勢又發生新
的變化。2004 年至 2012 年，隨著全國
醫療支出增長變緩，美國最富裕的五

分之一人口消耗的醫療資源增長了
19.7%，比中產階級消耗醫療資源的增
長速度快 57%；在此期間，美國最窮的
五分之一人口消耗的醫療資源不升反
降，下降了 3.7%。醫療資源分配再次
趨 於不平等。
如果按三口之家計算，這項研究
中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家庭年收入
門檻為 10 萬美元；最窮的五分之一人
口家庭年收入低於 2.2 萬美元；60%的
美國家庭年收入介於上述兩個數字之
間，被稱為中產階級。
研究人員將個人消耗醫療資源的
總量界定為在醫療方面的總支出，包

括保險公司支出、個人花費和由政府 人正在接受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
財政覆蓋部分。如果把研究範圍縮小 治療，”論文作者之一、紐約市立大學
為享有的某項具體醫療服務，結果也 亨特學院教授戴 維•希梅爾斯坦說，
非 常 類 似。例 如，在 門 診 次 數 方 面， 醫療資源分配不平均的加劇也反映在
2012 年美國最富裕階層比其他階層多 各階層死亡率的不平衡方面。與此同
出約 40%。
時，美國人均壽命被一些按人的需要
研究人員把研究結果歸因於一系 而非富裕程度分配醫療資源的國家
列複雜因素，包括美國貧富階層收入 遠遠甩在後面。這項研究凸顯建立全
差距拉大，2007 年經濟危機後中產階 國性醫療保險制度的必要性，以確保
級和窮人經濟狀況恢復緩慢，以及商 所有美國人都能享受到他們所需的醫
業醫療保險增加共同支付、提高免賠 療服務。
額度等政策。
【來源:網路】
“在美國窮人和中產階級病人不
得不放棄一些關鍵性治療的同時，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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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郵件的 20 種結尾法
不要用錯了哦!

【來源:網路】
力完成任務和郵件時，用這個會顯得 人郵件時，或在商業郵件裡表達謝
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寫一封英文 特別真誠。
意。
電子郵件，正文其實是很簡單的部分， 3.Thanks!
9.Take care
這是意大利語的“你好/再見”
，母
最難的，恰恰是我們容易忽視的郵件
仔細看看，此”Thanks”是加了感
建議用在私人郵件中，給人的感
語是英語的人用這個詞顯得很裝，不
結尾。
嘆號的，意義就大不同了！這讓結尾看 覺會很溫馨。
過在一些玩笑化的個人郵件中使用它
比如說，有人會用“cheers”, 但是 起來像是一個嚴厲的命令，而不是真 10．Best Wishes
也還恰當。
會不會太隨意，太做作了？還有人喜歡 誠地致謝。不過，在合適的語境中，它
在中國念過小學和初中英語的人
16.Hugs
用“sincerely”, 可看上去又太正式太古 也適用。
，應該最熟悉這個郵件結尾了。雖然看
很難想像在商務郵件中用這個，
板了。
“Best”是大家用的比較多的，但， 4.Best
起來特別像賀卡，但是還湊合吧。
但是如果你是在跟你的奶奶寫信，這
還是太平淡了些…
“Best”稱得上是用的最普遍的結 11.Looking forward
個就非常好。
電子郵件充斥著我們的生活，當 尾語。態度中和，安全結尾，許多語言
字義就是表達渴望，此郵件結尾
17.Smiley face
你寫郵件給你的客戶，你的老闆，你的 研究專家都推薦用這個。
十分親切禮貌，顯得你很渴望見到收
儘管有些人為之惱火，但是 Emoji
教授，或是招聘經理，郵件結尾可能看 5.Bests
件人或收件人的回信。
表情符號越來越被
上去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最起碼，你
曾經有人說過，從其他非英語國 12.Peace
廣 為 接 受。但 除 非
得知道這些結尾真正的含義，也許它 家來到英語國家的人，最愛用這個結
有些人會用”Peace”來做郵件結尾
你跟你的孩子寫信
們不會為你加分太多，可也能防止你 尾語，因為他們感覺這樣用其實很地 語。其實這是個很復古的說法，而且具
，或是熟悉的朋友，
想當然的亂用。
道~但事實上，加個多餘的“S”會顯得 有政治色彩，得巧妙用之。
否則不要用這個結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說說職場 它很繁瑣。
13.Sincerely
尾。
顧問和禮儀專家推薦的 20 個常用的 6.Best Regards
這個結尾語讀上去比較古板老派
18.XOXO
郵件結尾和用法解釋吧。
比 最 普 遍 的“Best”更 正 式, 也 沒 ，也是中國初中英語課本上出現過的
現在在電郵的
1.Thanks
“Bests”那麼做作。在寫正式商務郵件 信件推薦結尾語，不過對於正式的商
末 尾，許 多 人 還 會
有些人認為，這不是結尾，而是感 時，它能派上用場。
務郵件，也還算保險。
寫 上 ”XOXO”
。如
謝。但事實上，它是一個合適的、暖心 7.Regards
14.Cheers!
果說“X”是“Kisses
的詞，是人們最愛用的郵件結尾之一。
穩重，簡短，是該詞的最大優勢。
此結尾在英國不知怎麼的就流行
”, 那 麼“O”就 是
2.Thanks so much
如果很熟的朋友，也會用縮寫“Rgds”, 了起來。有些試圖模仿英國人的美國
“Hugs”
，這 樣 的 結
這個結語表感謝的意味就不言而 但若是正式郵件，還是算了吧。
人會在郵件中用這個，但總感覺不那
尾表達一種喜愛或
喻了。尤其是當某人——同事、客人、 8.Warm Regards
麼自然。
友誼，好基友和好
跟我有業務關係的人——花時間和精
適用於在給不是很瞭解的人發私 15.Ciao

閨蜜專用哦。
19.Take it easy bro
儘管它可能使一些人反感，但發
件人往往是在非正式的環境下才會這
樣結尾。私下裡用用也無妨。
20.Sent from my iPhone
你沒有看錯，這可能是你常常看
到手機登陸郵件自動發出的結尾。其
實它恰恰可以用來解釋信件簡潔和出
現錯別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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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綜合排名第一的美國究竟有哪些優勢？
（來源: 搜狐教育）一直以來，美國都受廣大
這麼多年的全球大學排名不難發現，前幾
留學生的青睞，即使最後沒有去美國留學，最後 名或者前百名，美國的大學總是常客。不可否認
還是會到美國走上一遭。2015 年谷歌公布了留 得說目前美國的教育水平是全球最高水平，但
學國家搜索排行榜，美國位列榜首，再看看其他 我的標題用了教育環境，因為我覺得排名不能
平臺上的留學國家排名，多數情況下都是美國 說明一切，就和我今天寫的一樣，任何的評論都
占第一。當然再好的國家也有它的劣勢，讓我們 會有主觀思想在其中起重要，哪怕是每年做大
帶著客觀的眼光來看看這個留學綜合排名第一 學排名的這些大的機構也是如此。所以排名需
的美國。
要參考，但是不能太過影響自己的判斷，同時你
就目前的經濟實力，教育實力，就業市場， 如果有喜歡的專業，專業排名也是要看的。
“環
全球影響力來說美國當之無愧。把美國放在第 境”其實我覺得還包括的學習的環境，教師資源
一位，其實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當然我從來不認 ，以及提升人際關系的機會。
為美國是一部分人眼裏的“最偉大的國家”
。美
國目前有優勢也有存在的問題，讓我們來淺談
美國優勢 2：就業
一下。
其實我在下面的美國劣勢裏面還會提到就
業，但是我們先來說說它的優勢，美國擁有目前
美國優勢 1：教育環境
世界最多的 500 強企業，也有很多興欣的企業，
這 些 未
來 企 業
讓 美 國
的 前 景
非 常 樂
觀。美 國
強 勢 的
行 業 也
非 常 多，
比 如 金
融 等，這
裏 相 信
大 家 都
有 所 了
解。
如

果你在美國畢業能最大限度的獲得就業機會，
也會有機會進入一些全球領先的企業工作。還
有一些國際機構等等。獲得不菲的年薪和積累
經驗的機會，當然你想創業的話，也有一個相當
好的產業效應和環境給你。
美國優勢 3：生活環境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實沒有真正意義
上的美國人。雖然目前“白人至上”觀點的人依
然存在，但是就普遍來說已經改善很多了。在美
國也有很多華人，說實話只要你交際能力可以
的話，基本上不會感覺到冷清。
空氣質量，水質，食品安全這些在國內需要
擔心也不需要了擔心，另外，一個言論自由的環
境可以提高你的政治視野。對你將來的工作會
提供很大的幫助。當然你家裏如果很富裕，那麼
美國的消費環境也絕對能夠滿足你的需求，豪
車，豪宅基本上不會讓你失望。美國的景點也非
常多，放假的時候旅遊也是一個不錯的考慮。

一個好的工作。我的建議是：無論是名校還是一
般的大學。在大學期間多積累人際關系、畢業以
後不要把眼光放的太高，只要你有能力總會發
光發彩的。
美國劣勢 3：治安
治安確實美國留學的劣勢，美國在國際治
安排名上看，每年的排名都是全球 10 名左右。其
實根據我的觀察，第 10 名可能也沒有，部分城市
經常會有槍擊案的發生。當然會有人一次沒遇
到過，沒聽說過，但只要稍微關註下新聞就會聽
說了。
我們在國外，安全是很重要的，如果安全都
不能被保障的話如何學習呢，其實美國這幾年
的槍擊案頻發只是美國治安問題的一個縮影而
已。當然在這我並不想危言聳聽。所以總體來說
美國的治安問題是你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建議
1、食物
美國優勢 4：長期居留、移民
當下的時代，世界國際化程度已經很深了，
在美國畢業以後長期在美國工作你長期居 你在美國基本上想吃啥都有，但是大部分都比
留甚至移民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目前來說 較貴。美國食物開始的時候會吃不慣，慢慢習慣
單純的商業移民美國需要的資金投入還是非常 就好，當然自己鍛煉自己烹飪也是很好的選擇。
高的，而這種方法你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
現，所以說留學對自己來說也是一種投資。
2、回國優勢
這是我想說的，這個其實可以適用於全部
美國劣勢 1：留學費用
的留學國家，時代改變了，現在不是 80 年代、90
留學費用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也是阻 年代了，一張國外的“文憑”就可以在國內換來
擋大部分想去美國的同學最重要的原因。確實 一個很好的工作，簡單的分析一下。比如你美國
美國的留學費用在留學國家當中是非常高的， 畢業了，那麼你回國以後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國
基本上就是前二名。一年全部的花費大約在 25 際視野，英語流利等等的優勢。但是在反過來看
萬-40 萬，而且這還是不特別浪費 看國內的畢業生，現在大部分本科畢業生也都
的情況下。美國的留學費用主要高 是大學英語 4、6 級通過的，很多學生甚至會兩種
在“學費”這個是被大量留學生吐槽 外語。你的語言優勢大嗎?至於國際視野和經驗
最多的，而且每年都還在漲，在留學 就得看你的表達，所以上文我建議你大學期間
國家當中長期屬於學費最高的國家 鍛煉人際關系。
之一。美國的平均學費在 4 萬美金
國內好的企業也越來越多，如果在面試官
左右也就是 24 萬人民幣，當然看你 面前你不能表達你的視野優勢在哪裏，那麼你
的學校和城市。生活費用和其他費 和國內畢業的學生還有多少區別呢?而你要求
用其實並不是特別高。
的月薪又比國內畢業生高，這時候你的優勢在
在這裏我的建議是：獎學金以 哪裏。所以大學期間發掘自己的能力很關鍵。
及助學貸款是兩種解決的方法，最
好不要把打工算在預期收入當中，
3、大學排名
因為這個太不穩定了。
說到這裏或多或少會有爭議，這個其實和
國內的觀念差異比較的大，當然我承認現在很
美國劣勢 2：就業
多國外的留學生也都保留著這樣的觀念，覺得
在優勢裏面我就說過，美國的 一個名氣大的大學重要，專業無所謂或者不是
就業即使有時也是劣勢。美國的失 那麼重要。其實我的建議還是專業排名比大學
業率其實不低，很多的美國人都找 排名參考意義更大。當然觀念上的差異我不評
不到工作，你作為一個“外國人”想 價了。只是我個人的建議。大學的排名其實並不
找到工作如果沒有一定的能力那是 是那麼的重要，一個能夠發揮你能力的專業、一
非常的困難的。2015 年美國的失業 所在你這個專業上能排在全球前列的大學才是
率在 5%左右。而中國人社部統計的 更好的選擇。
中國失業率是 4.1%(有水分)。所以
大家需要有心理準備，你四年花費
100 萬人民幣，可能畢業還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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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關系的 6 大誤區
哪些妳曾深信不疑

每次一提到男女那点事儿，
人们总是有说不尽的“经验之
谈”，尤其是女人之间常常会谈
论到两性关系方面的见解。可是
那些我们翻来覆去曾听过的说法，
有多少是靠谱的？也许你曾深信
不疑的看法只是一个误区呢！
两性关系的 6 大误区哪些你
曾深信不疑
一、女人比男人更浪漫?
考虑到大部分言情小说和浪
漫喜剧的受众都是女性， 这可
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
男性对爱情的浪漫情怀比女性更

多。浪漫信念量表(Romantic Beliefs Scale)是一种常用的衡量浪
漫主义的分析方法，人们需要对
一系列说法的赞同程度进行打分，
例如“我的真爱只有一个”和
“如果我爱一个人，就能够克服
任何障碍和 ta 在一起”。而研究
结果发现，男性打出的分数通常
比女性更高。另外，男性也会比
女性更多地相信所谓的“一见钟
情”。
二、“外貌协会”的都是男人?
这种说法倒算是有一定道理，
因为许多研究显示，当人们被

问及在择偶会关注哪些方面时，
男性 对 外 表 的 看 重 程 度 会 比 女
性更高。不过进一步分析这些
数据就会发现，其实男人女人
都是“外貌协会”，只是男性
对外表的关注比女性稍多一些。
在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中，男
女受试者对潜在伴侣的一系列
特征进行排序，平均而言，男
性认为外表排第四位，而女性
则把外表排在了第六位，因此两
性都挺注重伴侣外表，但它都不
是最重要的。
三、女性对随意性行为没有兴趣?
原因有两个。首先，女性
承认喜欢随意性行为并不符合
当前的社会道德标准，因此，
在对人们 进 行 性 伴 侣 数 量 的 问
卷 调 查 时 ， 不少研究者都曾推
测男性会夸大人数，而女性则会
有所隐瞒，因此从表面看来男性

3~6 歲是孩子一生的縮影！

成長中的 6 大關鍵點，爸媽一定要知道
在教育研究领域， 3~6岁被称为“潮湿的水泥”
时期，意思是说：3~6 岁是孩子性格的形成期，像
“潮湿的水泥”一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一阶
段过后，“水泥”慢慢凝固，孩子的基本性格慢慢
固定下来，再想有大的、彻底的改变是很难的！
研究表明， 孩子一生中80%~90%的性格特征、
志向理想、生活方式，都是在这个阶段成型的！这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在这个孩子成长如此关键的阶段，幼儿教育一
定要注意下面几点：

一、正确对待孩子的“执拗”
3~6岁的孩子，往往有很多“执拗”的行为。
比如，他本来用的这个牌子的儿童牙膏，有一
天妈妈给他换了一个牌子，他就立马不乐意了，大
哭大闹；
有的孩子睡觉前一定要妈妈给他关上卧室门，
爸爸关就不行，要不然就不睡觉，非得闹一阵子；
有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剥橙子，即便橙子都被他
抠烂了，也不要大人帮他剥，否则就扔地下不吃了……

其实，3~6 岁是孩子内心建立“秩序”观念的
时期，他们会在生活的小事中建立自己的“秩序”，
并去极力维护自己的“秩序”，比如一定要自己剥橙
子。一旦有人打破了孩子内心的“秩序”，孩子内心
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变现为不可理喻的任性、哭闹。

二、正确对待孩子对色彩、空间的探索
3~6的孩子有两个很喜欢的游戏，一个是垒高，
一个是涂画。
垒高：孩子开始喜欢把枕头、纸盒之类的东
西垒得高高的，然后推到，再垒，再推倒，乐此不
疲。 其实，孩子正是通过这种游戏，慢慢建立起
自己的“空间感”，开始对三维空间有初步的感知。
涂画：你家里肯定有个“大画家”，把墙壁、
桌布、衣服画得乱七八糟，有时干脆把自己都弄得
跟大花猫似的。其实， 孩子往往在 3~6 岁的时候，
变得对色彩非常敏感，他们通过到处涂抹的方式，
来辨识、发现生活中的不同色彩。

三、正确对待孩子的“自私”

似乎有更多性伴侣而实则不然。
女性一定要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发生随意性行为，并不
是她们不感兴趣，而是对性伴
侣更加挑剔。
四、男女对恋爱的表现有区别?
两性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
著的”，并不意味着差异很大，
而仅仅说明平均而言，这些差异
的存在是可靠的。比如，平均来
说，男性比女性高，但身高一样
的男女也有很多，甚至有许多女
性比男性要高。男女的大部分性
格差异，跟两性的身高差异比起
来都要小得多。事实上，两性在
恋爱关系中的需求非常相似，比
如，二者都认为友善、个性风趣
和聪慧是三个最重要的择偶因
素。在处理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时，
只关注性别间差异通常会让事情
过度简化并夸大事实，这只会使

伴侣之间的理解有减无增。
五、男女解决冲突的方式不同?
大多数研究提示男女解决恋
爱矛盾的方式并无明显差异。不
过，这种说法也算有一些道理，
因为有些情侣在解决问题时会陷
入所谓“你说我躲”的恶性循环
模式，也就是一方会提出问题并
坚持要求理论，而另一方则会选
择逃避争论。要求的一方越是紧
紧相逼，另一方就躲避得越厉
害，使得前者更加下定决心要说
清楚，最终导致双方都不好受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要求的
一方通常是女性。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特例，
也更多的是因为双方权力关系而非
两性差异导致的。在一些研究中，
情侣被要求讨论他们关系中的一个
问题，有时是女方希望改变的问
题，有时则相反。研究者发现，要

3~6 岁的孩子，往往非常“自私”，占有欲
很强：想让他把零食、玩具跟别人分享，是件很难
的事，甚至别人的东西他还要去抢。
实际上， 这种现象是孩子“自我”意识逐渐
增强的结果，他们会通过占有一件东西来满足自己
的存在感，证明自己的存在。
家长们需要做的，一是尊重孩子的所有权，自
己的东西愿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让他自己决定，不
要强迫他；另一方面，拿别人的东西要征求别人的
许可，如果别人不愿给，可以尝试用自己的东西去
交换，而不是硬抢。

求或退缩的角色不取决于性别，而
是取决于哪一方希望改变。当讨论
的话题是女方希望改变的事，那么
她就更有可能称为要求的一方，而
如果问题是男方希望改变的事，那
么角色就会互换。
六、家暴的施暴者总是男性?
一提到家暴受害者，人们通
常第一反应都联想到女性。确实，
女性家暴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通
常比男性更严重，男性实施的家
暴也的确更频繁和严重。然而，
男性也经常会成为家暴的受害
者。根据性别刻板印象来处理恋
爱关系的做法，是有害无益，这
些说法有些彻底错误，即使有点
道理，也过分夸大了事实。与我
们谈恋爱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人，
在解决恋爱中的具体问题时，这
些迷思并没有建设性的意义。

五、帮助孩子建
立“分类”“分配
”的概念

3~6 的孩子渐渐对
数量、归类开始感兴趣，家长没必要早早逼着孩子
学数学，但是可以通过生活实际帮助孩子建立“数
量”“分类”“分配”的概念。
做法也很简单，每次逛完超市回来，让孩子帮
忙把蔬菜、零食、水果等进行分类；晾干衣服后，
让孩子帮忙把上衣、裤子、内衣、袜子进行分类；
吃饭时，把分发碗、勺、筷子的权利教给孩子。孩
四、正确对待孩子的“脏话”
在 3~6 岁孩子嘴里，总是不时飘出“揍死你” 子们往往很乐意干这些事情！
“笨蛋”“你是大粑粑”之类的脏话，很多家长觉 六、 最重要的：保持温馨的家庭环境
在所有的外部因素中， 家庭环境对于孩子的
得这是“不学好”的表现，往往很严厉地批评孩子，
甚至用“拧嘴”“揪耳朵”这样的手段来惩罚他。 影响是最不知不觉而又最深刻的，既影响了孩子的
但是最后却发现，孩子说脏话的行为并没有因 生活习惯、生活作风，也影响了孩子对“家庭”这
我们的惩罚而消失，反倒是时间长了孩子自己就渐 一概念的理解，关系到孩子成年后能否组建并维系
好自己的新家庭。
渐不再说了。
干净的地板、墙壁，整洁美观的房间布置，都会
所以，不要对孩子的“脏话”如临大敌，否则
正合他意。听他说，然后表现得平平淡淡，表现出 让孩子身心愉悦，他也更愿意去维护环境的整洁；家
一点无聊，可能会很好地打击孩子说脏话的兴趣， 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谦让的“家
风”，有利于孩子养成乐观开朗、彬彬有礼的性格。
时间一长，自然就过去了。

大千世界

英國女主持騎車闖南極

裝備非凡信心滿滿
英國廣播公司(BBC)女主持
人海倫·斯凱爾頓將於 5 日向南
極進發，勇闖南極點。與其他
探險家不同，斯凱爾頓並非坐
雪橇或徒步，而是騎自行車。
若此行成功，斯凱爾頓將
成為第一個騎自行車到達南極
點的人。

極限挑戰

哈利·波特進大學選修課
高校“潮課”比比皆是
元旦前后，恰逢广东各大高校
“选课季”。一门名為《哈利· 波特与
遗传学》的选修课悄悄在微博走红，
被誉為“神级选修课”。

哈利·波特成選
波特成選修課
修課

记者了解到，这门课是中山大学
医学院 2011-2012 学年第二学期开设的
公选课，要求学生“对哈利· 波特小说
或电影感兴趣”。开课的陈老师自称
是个“哈迷”，说起开课的原因，她
说：“国外有不少科学家以《哈利· 波
特》為模本来研究医学、生物学，他
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做学术研究，却
用调侃、轻鬆的方式表述出来，这个
角度很有意思。”
“举个例子，遗传学里经常会
强调母亲妊娠期间的心态和环境对
小孩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在
《哈利· 波特》里面，我们很容易找

到这洋的例子，哈利与伏地魔，他
们都是斯莱特林的后裔，生活环境
也很相似，為什麼性格截然相反？
哈利是在母爱中出生的，而伏地魔
的母亲怀孕期间心中充满仇恨。”
她接著告诉记者，“其实遗传学是
很枯燥的，但如果学生是个‘哈迷
’，自然就会对这门课有好奇心；
老师再结合书和电影里的故事来讲
，学生也很容易记住知识点。”

高校“
高校
“潮課
潮課”
”比比皆是
纵览近年来全国各大高校雨后春笋
般开设的选修课，记者发现，开设“潮
课”的不只中山大学医学院一家。广东
省，河源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三国杀
攻略教程》；广东金融学院开设《爱情
心理学》，教同学们怎麼谈恋爱，期末
如能“牵手成功”就可以拿高分；中国
政法大学根据当红美居《LIE TO ME》

(别对我说谎)开设《心理应激微反应》
选修课……
其实在国外，这类“潮课”风靡已
久，“魔法课”、“僵屎课”、“爬树
课”……怪招频出。

專家點評
“灌輸式”教育亟待更改
在“選修課必逃，必修課選逃”風氣瀰
漫國內各大高校之時，“潮課”風吹來，學生
大嘆過癮。
“潮課”的出現對提高學生興趣有
一定積極作用。“當今國內高校的教學
內容和方式大多停留在陳舊的灌輸式教
育上，這對學生完全沒吸引力，能不能
像講故事一樣講課、傳授知識，能不能
讓學生激烈地參與討論，能不能改灌輸
式、填鴨式教育為互動式、探討式教育
？這才是我們當下課程建設的關鍵！”

斯凯尔顿现年28岁，是BBC
少儿节目“蓝彼得”的主持人。
她计划用 20 天时间骑车穿越南极
，总行程805公里。
斯凯尔顿将携带 82 公斤行李
，每天行进至多 14 小时。这一路
上，海拔逐渐上升，最高可至
3000 米。当前，南极地区的平均
气温為零下 25 摄氏度，平均风速
约為每小时 128.8 公里。极端天
气时，气温可下降至零下 50 摄氏
度，风速可达每小时201公里。
因此，斯凯尔顿将面临暴风
雪、高原反应、冻伤、雪盲等种
种危险，每天消耗热量达 1 万卡
路里。
除骑车外，她还将在部分路
段徒步以及使用雪地风箏。雪地
风箏是极限运动的一种。滑雪者
身系风箏，脚踏雪橇或滑雪板，
利用风箏的力量带动向前，最高
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非凡裝備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骑行，
斯凯尔顿所用的也并非普通山
地车，而是由美国人丹· 黑恩布
林克和凯恩· 福琼花费三个月，
手工打造的“全路况雪地自行
车”。
这辆自行车採用无缝铝管
製造，造型极间，尽最大可能
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它的重
量约為 20 公斤，比一般山地车
重约三分之一，大部分重量在
两个轮子上。轮胎宽 20 釐米，
可以有效分散对雪地的压力，
防止陷车。
与普通车相比，这辆雪地

自行车的两个轮胎相距稍远，
这洋能令整个车重心降低，更
稳定、爬坡能力更强。车座使
用皮革製成，以铜铆钉连接，
“塑胶座椅在南极洲零下的环
境中会像玻璃一洋破碎，”福
琼说。
“在一般人看来，这辆车看
起来与普通自行车大不一洋，”
BBC 引述福琼的话报道，“它看
起来像是蝙蝠侠用的自行车。”

信心滿滿
黑恩布林克和福琼先前曾
為极地嚮导道格· 斯图佩製作一
辆类似自行车。斯图佩骑著那
辆车在南极行进约 322 公里，根
据亲身经验為斯凯尔顿的自行
车提出改进意见。
斯图佩说：“我在南极洲骑
车时，遇到一次反常的暴风雪，
五天不能前进。我还遇到时速达
160公里的狂风……不过，我仍然
骑了 322 公里，我相信，海伦(斯
凯尔顿)能成功。”
“如果她能做到，那就太
了不起了，”他说，“这将是
第一个骑车前往南极探险的。
我每天都接到各种探险家的电
话，希望能骑自行车去南极，
但没有一个人去真正尝试。”
斯凯尔顿说：“人们一直
说骑自行车不能到南极，但这
让我的决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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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受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深情讲述

“我曾在海外迎接习主席”
本报记者 高 炳 叶晓楠

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会议的列席名单上，30 余位海外侨
胞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受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肩负着
海外华侨华人的重托。
2016 年，习近平主席出访多个国家，用坚实的步履铺就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展现出的大国
风范、大国担当，为中华民族提气，为海外华侨华人增强信
心，让他们在异国他乡同样能够感受到祖 （籍） 国日渐强盛所
带来的自豪感。
离别故土几多时，欣喜他乡遇故知。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今年列席政协会议的侨胞中，不少人
曾在去年与习主席“他乡偶遇”。连日来，本报记者采访了来自
海外的侨胞代表，听他们讲述与习主席“相逢海外”的故事、
侨居地“中国热”的温度以及当地华社那份浓浓的乡情。
图为 2016 年 6 月 19 日，波兰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组团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摄

波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招益华：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主席梁顺：

旅美游子感受到祖国母亲的爱

“琥珀之路”交汇“丝绸之路”

秘鲁政商界形成一股“中国热”

背景：2016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 日，应美国时任总
统奥巴马邀请，习近平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四
届核安全峰会。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围绕构建公
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全面阐述中国政
策主张，介绍中国在核安全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宣布
中国加强本国核安全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举措。

背景：2016 年 6 月 17 日至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邀对塞尔维亚、波兰、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并赴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此访最突出的成果之一，就是习近平主席同 3 国
最高领导人均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

背景：2016年11月17日至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厄
瓜多尔、
秘鲁、
智利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秘鲁利马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国会发表重要演讲，强
调中拉双方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共同打造好中拉命
运共同体这艘大船，在实现中国梦和拉美梦的道路上精诚
合作，
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2015 年 9 月 和 2016
年 3 月底 4 月初，习近平
主席两次访美，均接见
了 当 地 华 社 代 表 。“ 我
记得 2015 年那次正值中
秋节期间，习主席还送
给我们钓鱼台国宾馆制
作的月饼，令我们感动
不 已 。” 58 岁 的 陈 荣 华
向记者自豪地说，他曾
前后 3 次受到习主席
接见。
“习主席访美，每次
都有 1.8 万至 2 万人次自发地前去欢迎，大家热情很高。欢迎人
群中，年龄最大的有 90 多岁，是来自江苏徐州的徐老先生；最
小的才 3 岁，跟着母亲，小手中拿着国旗；欢迎人群中还有老
外，大家打着标语，舞龙舞狮，敲锣打鼓，热闹非凡。”陈荣华
说，欢迎仪式结束后，不论是草坪还是人行道，都干净整洁，
体现出中国人的高素质。
这次回中国列席政协会议，陈荣华十分激动：“我离开华盛
顿时，大家都对我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我把海外游子的心声
带到政协会议上来。所以，我带回了一些相关建议，准备递交
上去。”
这次来开会，陈荣华深切体会到国家对他们的重视：“比如
政协会议开幕时，我们海外列席组成员都坐在一层前部，离部
长们的座位非常近，能够近距离地听取会议精神。”
“我在海外已经 27 年了，我深刻体会到祖国非常重视海外
侨胞。如果把祖国比作母亲，那么我要说，祖国母亲不仅关
爱 在 家 的 孩 子 ， 更 关 爱 我 们 这 些 出 门 在 外 的 孩 子 。” 陈 荣
华说。
去年新年时，陈荣华曾在微信中赋诗一首，表达对祖国的
思念：“又是一年春来时，柳绿桃红绽新枝。他邦夜夜家国梦，
天涯朝朝总相思。”陈荣华感慨地说，民族复兴是海内外同胞的
共同心愿，我以我是中国人而自豪，我们都有义务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回忆起去年 6 月 19 日
在华沙见到习近平主席，
招益华从椅子上挺起身子
感叹：“盼望习主席访问
波兰，我们华侨华人真是
望 眼 欲 穿 ！” 那 天 晚 上 ，
作为华社代表之一的他受
到习主席接见，“跟见到
娘家人一样亲切”。
如今，旅波华侨华人
约有 1 万人，主要从事餐
饮业、鞋帽类轻工产品
贸易。去年习主席的访
问，即刻点燃华社热
情。招益华说，“那几天，华沙侨界跟过节一样。大家都不去
上班了，跟着习主席的行程，夹道欢迎。”
更令人高兴的是，习主席访问后，中波关系全面提升。对
此，在波兰打拼了 30 年的招益华感受尤为深刻。
“近一个月，我已从波兰运了 16 个集装箱的苹果到中国。
下一步，我打算通过中欧铁路来运货。”招益华告诉记者，对于
波兰苹果进入中国市场，波兰农业部官员以及驻华使馆商务参
赞等政界人士非常高兴。“习主席访波，给华社带来信心与方
向。中波两国的友好互动，也为华商提供了明确、稳定的预
期。”他说。
波兰地处欧亚大陆十字路口，是“琥珀之路”与“丝绸之
路”的交汇点。中波两国进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期，基
建、农业、文教、航天等领域的合作枝繁叶茂。
“现在，中国正火热投资波兰基础设施建设，我们也打算在
波兰格但斯克港和广州南沙港分别建立工业园。”招益华告诉记
者，除了商贸投资，“非遗”成为他下一个奋斗目标。
“古丝绸之路上曾有茶叶、陶瓷，如今，苏绣、剪纸、京
剧、景泰蓝等更多中国瑰宝也可以走进波兰。我们正在华沙筹
建一个中华文化园，打造‘唐人街 2.0 版’。”谈起自己的新计
划，招益华信心满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
让新生代华人在海外接触文化根脉，是我们这一代波兰华人肩
扛的责任。对于遥远的中国元素，波兰当地人也很欢迎、非常
期待。”

“秘鲁虽然遥远，但与
中国的关系友好而密切。”
对 于 自 己 已 生 活 了 33 年
的这个南美国家，梁顺向
记者如此评价。
作为印加文明的发源
地，文明古国秘鲁与中国
渊源颇深。据了解，秘鲁
目前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
约 250 万 人 ；当 地 西 班 牙
语“老乡”一词用来专指中
国后裔，广东话“吃饭”一
词演变为中餐厅的统称。
“旅秘华人与当地社
会的友好关系与融入深度，在其他国家华社中并不多见。”梁顺告
诉记者，在此友好氛围下，习主席去年 11 月对秘鲁的访问，更加深
了这个南美国家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而在此前，秘鲁总统库琴
斯基访问中国，是他就任总统之后的首次出访。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秘鲁人心中所处的地位。”梁顺说，两
国元首互访后，秘鲁政商界形成了一股“中国热”，非常期待中国
加大在秘投资力度。
“此次回中国参会前，我得知秘鲁将有政府要
员、企业家组团，准备访华寻求投资。”
如今，秘鲁街头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位于首都
利马中心地带的自由区，近日正寻求与中华通惠总局进行合作。
“自由区区长表示，要无偿向我们提供土地，来筹建一家华人
医院并引进中医。”梁顺告诉记者，自由区也愿意提供各种便利，
希望华商投资地产、餐饮、酒店等各类项目。
此次受邀列席政协会议，梁顺最为关注海外华文教育问题。
“因
父母平时工作繁忙，秘鲁华人家庭的孩子普遍缺乏中文学习环境。”
他建议，应重视华侨华人子女的中文教育问题，
“新生代华人只有了
解中华文化，
才能铭记自己的文化根脉，
才能在海外传承中华文明。
”

美国福建同乡联合会名誉会长陈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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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須有的指控不會使美國偉大
【華盛頓特區訊】2017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聯邦眾議員 Al
Green 發表以下聲明：
“ 對總統歐巴馬的竊聽莫須有指控，比起分散注意力的譴
責，有的是更多的恐懼和恐嚇。這荒謬無意義的陷害歐巴馬清
楚傳達一個訊息，就是任何總統都可以(在沒有根據可信度的證
據下)百分之百蠻橫霸凌傷害任何人。我們總統卑鄙狹窄的行為
，會導致不只那些立法者停止和暫停他的法案。這些指控也會
讓這些立法和行政人員對總統不是尊敬，只有擔憂。恐懼和恐
嚇只會損害影響良好的行政法令和有意義的法條。用這種百分
之百蠻橫不講理的總統 「大好講壇」 在一個國家是司空見慣。
然而，在擁有一位肆無忌憚用終極蠻橫霸凌方式總統的國家是
沒有地位的，因此，我們要思考一個嚴謹的問題：我們現在是
目睹一位百分百零道理的總統在霸凌他人，還是一位有惡霸總
統擁有這樣的講壇權利？當我們害怕擔憂自己的總統不會有更
好的民主產生，反而是民主的落後。目前，雖然這些被控罪名

表面上指向歐巴馬總統，但若是這種愚蠢的騙局成功，實際受
害者會是美國民主。”(黃相慈編譯)
英文聲明全文：
Trumped-Up Charges Won’t Make America Great
(Washington, DC)--On Tuesday, March 7, 2017, Congressman Al Green (TX-09) released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rumped-up wiretapping charges against President
Obama are more about fear and intimidation than distractive
accusations. This nonsensical effort to frame President
Obama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to all that our President
can and will (without presenting necessary credible evidence)
use the bully pulpit to harm anyone. Our President’ s
mean-spirited behavior will cause persons with legitimate
critiques of his actions to not only pause but also cease and
desist. These accusations will cause some legislators and ad-

ministrators to act out of fear of the President rather than respect for the President. Fear and intimidation may trump
good administration and meaningful legislation. The use of
the presidential bully pulpit is commonplace in a great nation.
However, to have a President who is an unbridled bully using
the ultimate pulpit has no place in our great nation. Hence,
we must answer the critical question: Are we witnessing a
President using the bully pulpit or a President who is a bully
with a pulpit? While fear of our President won’t engender a
better democracy, it will likely engender less democracy.
Lastly, although the ostensible target of these trumped-up
charges is President Obama, the actual victim will be American democracy should this ignoble charade succeed.”

今日美國2017
今日美國
2017全新上線
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因應數位時代
來臨，順應時代潮流，美南新聞為讀者和觀眾
打造最強大實用的資訊平台，新型態美南資訊

網站 「今日美國」 展現最真實全面的美國生活
，提供全面即時的第一手新聞和生活訊息，
2017 年全新上線，帶領休士頓華人媒體發展
進入新紀元。
「今日美國」 網站(www.today-america.
com)升級原有美南新聞網站，以 「展現最真
實全面的美國生活，提供最強大的實用的資訊
平台」 為宗旨，把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團擴大
成為全方位的媒體傳播平台，除有全面即時新
聞外，也包含美國教育文化旅遊、商業等多方
面的在地快捷資訊，帶給讀者最在地的北美生
活資料庫。
新上線的 「今日美國」 網站， 「讓今日與
眾不同」 (Make today different)為響亮口號，
美南擁有最強大的記者團隊，用最堅實的新聞
資訊傳播，幫讀者拼湊出北美生活畫面。網站
包含今日要聞、各地僑社、北美熱點和工商版
塊、美南電視 STV15.3、ITC、美南印刷、各

地中文報紙等八大熱門分類，另外，美
南麥當勞教育展、春節園遊會、商家黃
頁、分類廣告與專欄文章也是關注焦點
，提供多方面滾動資訊，網站便利讀者
閱讀，豐富華人掌握生活大小訊息。
其中，美南電視 15.3 頻道每周七
天，持續每天 24 小時播出即時新聞、
娛樂綜藝、強檔戲劇、教育文化、時事
座談、理財投資等多元且豐富的節目內
容。網站上也有美南自製休士頓當地國
際名人主持的中英文訪談性節目，豐富
且多樣化，未來，不只鎖定電視頻道，觀眾也
可透過網站欣賞節目。
其他包括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ITC、美南麥
當勞教育展和春節園遊會都是美南營運以久的
老字號品牌，網站上也可搜尋到相關資訊，持
續為讀者天天更新動態。
讀者只要搜尋 「今日美國」 ，或輸入

今日美國網站。
今日美國網站
。
「www.today-america.com」 網址，即可輕
鬆找到美南資訊平台；或者掃描微信公眾號
「今日美南」 二維碼(QR Code)。民眾有任何
疑問可電洽 281-498-4310 或直接至本報社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詢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