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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寓市場正經歷著過度
的發展，供應的數量超出了潛在租
戶的需求，特別是在價格較高的租
賃市場。

據商業內幕報道，公寓數據提
供商Axiometrics的數據顯示，美國
公寓占有率從去年秋季的95.1%下
滑至94.5%。該公司在剛剛公布的
報告中稱，2016年底和2017年新建
的公寓正在“爭奪”新的租戶，特別

是在租金較高的房地產市場中。
報告稱，在過去兩個季度，公

寓的需求量超過可用公寓數量的
十幾萬之多。Axiometrics表示，公
寓租賃市場依然穩固，但這一年將
是公寓供應超過需求的一年。該公
司預計，今年餘下時間新建公寓平
均每季度為10.2萬戶，而2016年末
及2017年初僅為82,000戶。

公寓供過于求的原因有兩個，
一是今年第一季度和去年第四季
度的季節性影響，有些租戶會推遲
尋找，直到天氣變暖。二是公寓的
興建沒有與當地經濟的發展保持
一致。

不過，中低價格房屋的需求仍
繼續保持強勁，租金上漲。下面這
些市場在今年第一季度表現最為
突出：
1. 薩克拉門托，加州
租金上漲：9.8%
2. 西雅圖，華盛頓州

租金上漲：7.9%
3. 河濱市-聖貝納迪諾，加州
租金上漲：7.8%
4. 沃思堡，德州
租金上漲：6.6%
5. 亞特蘭大，佐治亞州
租金上漲：6.1%
6. 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州
租金上漲：6.0%
7. 達拉斯，德州（並
列）
租金上漲：5.9%
7. 羅裏-杜罕，北卡
羅來納州(並列)
租金上漲：5.9%
9. 洛杉磯，加州
租金上漲：5.6%
10. 鳳凰城，亞利桑
那州
租金上漲：5.5%
11. 普洛威頓斯，羅
得島州

租金上漲：5.1%
12. 洛特，北卡羅
來納州（並列）
租金上漲：5.0%
12. 坦帕灣，佛羅裏達州（並列）
租金上漲：5.0%

投資這些地方房產的朋友可
以躺著收錢了~
文章來源：網絡

這些城市投資回報率越來越高這些城市投資回報率越來越高
投資美國房產千萬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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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買房這些數據不可不知這些數據不可不知

新罕布什爾州玻次茅斯

佛羅裏達州德爾托納

佛羅裏達州杰克遜維爾

佛羅裏達州坦帕

猶他州奧格登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

特拉華州威爾明頓

夏威夷州檀香山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

美國房價又漲了！
據24/7 Wall Street報道，地產網站Redfin

的數據顯示，2月份全國平均銷售價格同比增
長7.2%至260,900元，是3年來漲幅最強勁的月
份，也是美國房地產市場復蘇以後連續第60個
月價格上漲的月份。
在這繁榮的景象下，5個城市的表現更為突出。
新 罕 布 什 爾 州 玻 次 茅 斯（Portsmouth, New
Hampshire）
漲幅：21.4%

佛羅裏達州德爾托納（Deltona, Florida）
漲幅：20.1%

佛羅裏達州坦帕（Tampa, Florida）
漲幅：18.8%

佛羅裏達州杰克遜維爾（Jacksonville, Florida）

漲幅：18.7%

猶他州奧格登（Ogden, Utah）
漲幅：17.2%

不過，有歡喜的就有憂愁的。與它們相比，
下面這些城市就不那麼樂觀了。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魯日（Baton Rouge, Louisi-
ana）
下降：4.2%

特拉華州威爾明頓（Wilmington, Delaware）
下降：2.5%

夏威夷州檀香山（Honolulu, Hawaii）
下降：1.0%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Pittsburgh, Pennsylva-
nia）
下降：0.8%

2月份房屋銷售量不那麼令人滿意，
與去年同期相比只增長了1.8%，Redfin分
析稱最主要的原因是庫存不足，而這些城
市的情况最為嚴重。
紐約羅切斯特（Rochester, New York）
庫存跌幅：42.4%

紐約州布法羅（Buffalo, New York）
庫存跌幅：37.8%

華盛頓州西雅圖（Seattle，Washington）
庫存跌幅：35.3%

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Omaha, Nebraska）
庫存跌幅：34.7%

不過也有城市與此情况相反，
庫存不降反升。
猶他州普羅沃（Provo, Utah）
庫存上升：30.7%

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Knoxville,
Tennessee）
庫存上升：21.6%

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New Or-
leans, Louisiana）
庫存上升：16.1%

在美國，房屋上市天數平均為
60天，但在一些城市，遠遠短于這個
時間。不僅如此，在一些城市，房屋
售價超過標價的比例也高得驚人。
上市時間最短的城市
華盛頓州西雅圖（Seattle，Washing-
ton）
上市到售出天數：12天
售價超出標價比例：49.3％

加州奧克蘭（Oakland, California）
上市到售出天數：15天

售 價 超 出 標 價 比 例：
59.1％

科羅拉多州丹佛（Den-
ver, Colorado）
上市到售出天數：18天

加州聖何塞（San Jose,
California）
上市到售出天數：21天
售 價 超 出 標 價 比 例：
63.1％

加州舊金山（San Fran-
cisco, California）
上市到售出天數：28天
售 價 超 出 標 價 比 例：
62.0％

華盛頓州塔科馬（Taco-
ma, Washington）
售 價 超 出 標 價 比 例：
36.3%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有那麼一個城市，沒有任何一座房屋的售出價
超過要價。
密蘇裏州堪薩斯城（Kansas City, Missouri）
售價超出標價比例：0%
(取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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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美國美國美國120120120年來房價歷史和規律年來房價歷史和規律年來房價歷史和規律
2013年，除了一線城市房價創新高，也是國

人海外購房前所未有的“出海年”。綠地集團以
50億美元購得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大西洋廣場
項目，複星國際以總價格7.25億美元購得紐約的
第一大通曼哈頓廣場，SOHO與巴西財團聯手以
7億美元購買了美國紐約通用大樓40%的股權，
中國平安以24億人民幣買下了英國倫敦地標性
建築勞合社大樓。2013年12月，萬科亦表示將進
軍曼哈頓的摩天大樓。中國企業在歐美大都市
的購房狂潮的背後，是中國高淨值人群的移民潮
。根據中國財富研究機構胡潤的研究，64%的中

國百萬富翁已經移民或正在準備帶著他們的財富移
民，而有三分之一的中國超級富豪（億萬富翁）已經移
民。如果假設這個高淨值人群把5%的可投資產投資

在海外房地產，將產生上萬億的需求，還不包括其他的配套
服務。這種需求，加上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以及國內房地產
的限制和風險，構成了海外擴張的主要原因。熟悉歷史的

人會不由自主地想到80年代末的日本。那時的日本正在經歷長
期的地產和股票市場的牛市。很多大企業成立了理財部，經營地
產和股票投資，其盈利甚至超過了主營業務。日本大東京的地價
據說可以買下整個美國。日本的企業和富人，在經歷了房市的大
牛市和日元的升值後，把目光投向海外，而投資的一個主要標的
就是美國的房地產。其標志性事件是1989年三菱地產用13.7億
美元買下了紐約曼哈頓的一個地標建築，洛克菲勒中心。無獨有
偶，20多年後的今天，根據胡潤報告，中國海外購房的第一目標
仍然是美國；曼哈頓的地標建築頻頻被國人拿下。中國人已經成
為僅次于加拿大的在美國最大的海外購房團體。做為投資者，
很關心的幾個問題會是，美國現在的房價貴嗎？美國房市的主要
規律是什麼？現在在美國購房，會有多高的回報率？
美國的房價歷史和規律

根據美國最權威的凱西‧席勒房價指數（席勒是2013年諾
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從1890年到2013年的123年中，有28年
是下跌的（占23%），95年是上漲的（占77%）。其中跌得最深的
是2008年，即金融危機最糟糕的一年，跌幅達18%。連續下跌達
到5年的只有兩次，第一次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時代，累積
跌幅達26%；第二次是2006-2011年的由房地產泡沫破滅引發的
金融危機，累積跌幅達33%。那麼美國的房價在一個正常的年
份漲得會有多快？在過去的123年中，美國房價平均內生（幾何）
增長率為3.07%。這個數字的邏輯是從哪裏來的？在同樣的123
年中，美國CPI通脹率為2.82%。如圖一，美國的房價以高于通脹
率千分之2.5%的速度漲了一百多年。一般的常識是房地產是抗
通脹的，此言不虛。在扣除通脹率後，房價就基本不漲了。

圖 1：美國123年扣除通脹後的房價歷史 如果我們看10年

的累積漲幅，美國過去123年中發生過3次十年累積漲幅超過
100%的階段，分別是在 1938-1954 之間，1969-1986 之間，和
1995-2007 之 間。 1938-1954 之 間 的 地 產 大 牛 市 是 因 為
1943-1947年間由于二戰帶來的工業和消費需求，這5年的年均
漲幅為17%，扣除通脹後的平均漲幅仍然有10%；其餘年份的平
均漲幅只有2%，扣除通脹後是負增長。1969-1986之間的大牛
市主要發生在1974-1979之間，平均年增長為11%，但扣除通脹
後年增長只有2%；其餘年份的平均增長率為5%，扣除通脹率後
為負增長。1995-2007之間的大牛市主要發生在1999-2005年間
，年平均漲幅為11%，扣除通脹後仍然有8%。這個超越通脹的漲
幅後來被證明是泡沫，房價從2006年開始下跌，引發次貸危機，
到2011年，美國房價在扣除通脹後已經低于一個多世紀以前的
1895年。總結一下，美國過去一百多年曾經發生過三次房產牛
市。70年代的牛市完全是被同時代的通脹驅動，90年代末到金
融危機前的牛市展示的是一個泡沫的形成，即假牛市。真正是由
需求拉動的、超過通脹的增長只有1943-1947。長期來說，美國房
價的漲幅基本是美國通脹率。美國房價會漲多快？ 圖一表現出
美國房市的兩個規律。第一，美國房價的長期增長率為3.07%，
略高于美國通脹率。第二，如果房價變動偏離這條軸線，無論太
高或太低，其後的趨勢可以預測，即會回到這條軸線。這條軸線
也告訴我們，截止到2013年，美國的房價在經歷了2006-2011的
下跌，和2012-13的上漲後，已經回到、甚至略高于扣除通脹後的
歷史平均價位。這表明美國的房價在將來的漲幅不會高于歷史
平均（3%）。其他可以考慮的因素包括由于美國退出量化寬鬆帶
來的融資成本的上升，以及美國經濟回暖；這兩個因素對房價的
影響是相反的。除了看通脹調整後的房價，另外一個公認的衡
量房價貴賤和預測房價走勢的重要指標是房租對房價的比率。
其邏輯是房租代表了真實的需求（而非投資價值），相對于這個
需求的房價就可以衡量房價的貴賤。如圖二所示，在1960年第
一季度到2013年第一季度之間，美國平均房租對房價比率為
4.98%。21世紀初的房地產泡沫，表現在房租對房價比率從1999
年初的4.8%下降到2006年第一季度的2.98%，下降比率達38%
。

圖 2如果房租對房價比率遠遠低于歷史平均水平，就像一
隻市盈率很高的股票，要麼相對于房價來說房租太低，意味著房
租會上漲得很快，要麼相對于房租來說房價太高，意味著房價會
下跌，或者房租漲房價不漲。那麼到底是通過房租上升還是房
價下跌來讓房租對房價的比率回到歷史平均呢？2007年，美國
三位經濟學家（Davisa, Lehnertb,和Martinb）發表了一篇研究美
國整體房租對房價比率的文章。文章的摘要，現在讀起來讓人凜
然心驚，這樣寫道：“根據美國1960年以來數據我們構建了房租
對房價比率的時間序列。我們發現在1960到1995年之間美國的
房租對房價比率在5%到5.5%之間，但是1995年後很快下降。到

2006年末，房租對房價比率已經到了3.5%的歷史低位。
如果房租對房價比率要在今後五年回到歷史平均，房
價可能會下降很多。”後來的故事，如圖二所示，是房租
對房價比率的大幅度上升，接近歷史平均。這個調整是
通過房價的下降來完成的，包括在2008年發生的美國
過去100多年最大的單年跌幅。個別城市的房價歷史
那麼美國的一線城市是否會遵循不同的房價規律呢？
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美國一些大城市在80年代末以
來的房價歷史。

圖 3.1：紐約實際房價，圖 3.2：波士頓實際房價與通
脹率 圖三表現了四個美國一線城市：紐約、波士頓、洛
杉磯和舊金山從80年代末到2013年的扣除通脹後的實

際房價。如果把紐
約房價在1988年初
的房價折成一塊錢
，那麼到 2013 年紐
約房價在扣除美國
通脹後剛好是 0.99
元；換句話說，紐約
過去25年的房價增
長率非常準確，正
好是美國通脹率；
其間經歷了90年代
房價大幅度下滑，
包 括 三 菱 地 產 于
1996年宣布洛克菲
勒中心項目破產，
以3.08億美元的價
格，加上8億美元的
債務，賣回給包括
洛克菲勒家族在內
的美國人；紐約房
價在21世紀初開始
大幅度上漲，到2006年達到頂點的1.5元，到2013年跌回0.99元
，完成了25年的輪回。類似的，如果在1988年初把波士頓的房
價折成1元，那麼到2013年漲到1.08元，相當于扣除通脹後以每
年0.3%的速度增長，其間也經歷了和紐約一樣的漲跌周期。如
果在1988年初把洛杉磯的房價折成1元，那麼到2013年漲到1.12
元，相當于扣除通脹後以每年0.46%的速度增長；如果在1988年
初把舊金山的房價折成1元，那麼到2013年漲到1.29元，相當于
扣除通脹後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舊金山的房價漲幅是最大的
，一個重要原因是矽谷造富的驅動。

圖 3.3：洛杉磯實際房價與通脹率，圖 3.4：舊金山實際房價
與通脹率 結 語 作為結語，
我希望讀者能夠記住這樣幾
個規律。美國的房價在過去
的100多年中的年平均增長
率約為3%，略高于美國的通
脹率（2.8%）。如果漲幅遠高
于通脹率，後面就會沒有增
長，或下跌。

這個規律是如此的精准
，以至于在這 100 年中只有
1943-1947 是唯一的明顯跑
贏通脹又沒有跌回去的階段
。這個規律不僅適用于美國
平均，而且適用于一線城市。
到2013年，美國的平均房價
已經超過扣除通脹後的歷史
平均，並不是便宜貨，意味著
將來房價的年平均漲幅應該
會低于3%。這個回報率是否
足夠高，是否能達到分散投
資的目的，見仁見智。但是中
國投資者應該知道這個規律
。
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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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熱愛房
產，可謂是全球
皆知。家對于中
國人來說，不僅
是一座房子，更
是心靈的港灣。

而 在 全 球
房產對比中，美
國則擁有世界
上最大、最具流
動性、最穩定的
房地產市場，因
此受到了中國
開發商、機構投
資者和個人投

資者的格外青睞。在過去的五年間則經歷了驚人的增長。為什麼
會出現以上情况?

2015年在美國買房的中國人當中，有半數居住在美國。他們
或是在過去兩年內移民到美國，或是在美國工作、學習等，持有
合法在美國停留超過半年的簽證。然而，只有39%的中國購買者
表示有意將購買的房產作為主要住房，其他人則希望把住房出
租或者作為度假屋。

中國購房者在美購買住宅量處于飆升狀態
雖然針對中國公民的資本控制正在加強，但長遠來看，2016

至2020年間中國人在美購買住宅地產總額將達到1,600億美元
。

如果雙邊資本流動更加開放並制度化，且美國經濟持續走
強，到2025年，中國購房者在美年購買住宅量有望飆升至500

億美元。
在各個州中，加州以35%獨占鰲頭，緊隨

其後的是華盛頓州(8%)和紐約州(7%)。其它熱
門投資地點包括新澤西州、伊利諾伊州、德克
薩斯州、夏威夷州以及佛羅裏達州。值得一提
的是，除佛羅裏達州外，上述所有州開通了與
中國的直飛航線。

報告指出，2010年以來中國資本在美國
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大幅增長。來自中國的投
資在過去十幾年中不斷向全世界延伸，這個
趨勢在美國房地產市場尤為顯著。2010年中
國資本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投資還微不足
道，而2015年中資在美國商業地產收購數量
的排名中已升至第三，僅次于加拿大和新加
坡。截至 2015年底，中國資本在美國房地產
市場的直接和間接投資高達至少3500億美
元。在美國經濟從金融危機復蘇的過程中，中
國一直是其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領 域重要
的資金來源。

中國購房者在美國房產的購買預算
中國買家在美國購買住房的漲勢亦十分迅速，最顯著的趨

勢莫過于日益增加的個人和家庭購房。2015年，中國超越加拿大
成為美國住宅地產的頭號購買國。自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
中國在美國購入至少286億美元的住宅地產，同比增長30%。

2016年中國買家在美國買房預算分布
據數據顯示，中國購房者對美國房產的詢盤量，65.9%的購

房者諮詢50萬元以下的房產，16.3%的購房者諮詢50萬到100萬

的房產，9.4%的購房者 諮詢100萬到300萬的房產，諮詢價值在
300到500萬元房產的中國購房者占比為5.1%，諮詢500萬以下
房產的中國購房者占比為96.7%，其 中，1.6%的購房者諮詢500
萬到1000萬以上房產，諮詢價值在1000萬以上購房者僅占1.7%
。

觀點：中國購房者對美國房產價位需求相對均衡
數據同時顯示，中國購房者對美國房產市場價位需求相對

均衡。一方面是由于美國房產市場發展較為健康均衡，擁有不同
價位房產以供購房者選擇；另一方面，隨著美 國房產市場更多
的被中國購房者所熟知，越來越多的中國購房者將投資眼光放
入美國二三線城市，如西雅圖、爾灣、達拉斯等，這些城市的房產
價格選擇多樣，可以 滿足中國購房者多種投資需求。

然而從長期來看，獨棟房屋在總數中所占比重在下降——
從2008年的74.4%降到2015年的62%。公寓房投資的比例長期
穩定在11%到17%之間。
文章來源：網絡

為何總是備受青睞？美國房地產美國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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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為全美可供銷售房源吃緊第一名的城市西雅圖為全美可供銷售房源吃緊第一名的城市

全美全美1010大大““完售完售””城市大揭密城市大揭密
英文“Sold Out”，中文翻譯為“完售”。顧名思義，就是產品

完全銷售一空。在房地產業，建案能“完售”不論是對建商、代銷
業者或是仲介人員，都是夢寐以求的完美境界。

年初，美國知名房產搜尋網站Realtor.com有篇文章提到：
“Sold Out：These 10 U.S. Cities Have the Biggest Housing
Shortages”，譯為“完售：美國房屋供給短缺最嚴重的十個城市”
，相當吸引我的眼球。因為美國房價自從2008年發生次貸金融
危機開始，房價就像溜滑梯一般驟降。隨著美國聯准會不斷地進
行貨幣寬鬆政策（俗稱QE)，房價才從穀底慢慢反彈。雖然美國
許多熱門地區的房價早就超過前波的高點，例如：舊金山房價超
過前波高點約38%，但美國住宅市場有炙手可熱到“完售”嗎?

該篇文章根據“成屋出售百分比”與“2016年銷售房屋總數
減少百分比”兩項標準，就全美150個房產市場分析比較，列出
全美”可供銷售房源吃緊”城市前十名。而前十名中，有五個是位
于西部沿岸城市，包括西雅圖、波特蘭、沙加滿度、離舊金山一小
時車程的聖羅莎等。

而西雅圖以其成屋出售百分比不到0.4%最低，也就是1,000
間現有成屋中，僅有不到4間願意出售、2016年銷售房屋總量減
少百分比13%最高的兩項數據，榮登全美”可供銷售房源吃緊”
城市的第一名！這五個沿岸城市，房價被歸類于傳統西岸”強著
恆強”群組。

另外，根據西雅圖時報的報導，西雅圖會發生銷售房源窘境
，除了因為高科技不斷地進駐、擴充，以亞馬遜為代表，吸引大批
外地居民遷入，實質需求增加之外。目前大約有65%西雅圖地區
的土地使用分區，是限制只能用來蓋single-family homes（單一
家庭透天厝）。

主要是因當地政府不願意讓開發商任意興建高密度的公寓
住宅，影響居民生活品質。當然，西雅圖房市也受惠于加拿大溫

哥華去年開始對外國買家加徵15%印花稅
之影響，外國投資人轉移陣地，班師下移至
西雅圖，也是導致房源供不應求的主要原因
之一。這也難怪西雅圖目前的平均房價約
62.4萬美金遠超過前波金融海嘯時房價的
3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底特律為代表的
“谷底翻揚組”，這是相對西雅圖“強著恆強”
群組的對照組。因為底特律房市以”成屋出
售百分比僅為1%”與”2016年銷售房屋總數
減少百分比為25.7%”的數字，位居全美”可
供銷售房源吃緊”城市的第七名。然而，底特
律都會區（metro Detroit）非底特律市（City
of Detroit），目前房價平均約13.75萬美金，
仍低于歷史最高房價尚有6%的差距。這代
表底特律都會區房價真的走出穀底翻揚，處
于”價漲量縮”的初升段行情。

就全美“可供銷售房源吃緊”城市前十名中，令人意外的是，
居然也有五個位于美國中西部的內陸城市，包括紐約州的水牛
城、密西根的底特律與大急流城、印第安那州的韋恩堡、與股神
巴菲特所居住的內布拉斯加州奧哈瑪等城市。

這五個內陸城市，都是受惠于“產業轉型升級”，比如從鋼鐵
、家具等傳統製造業，轉型成高科技大數據資料處理中心、太空
國防、醫療、精緻啤酒工廠等附加價值高的產業，故能重新吸引
居民搬遷進駐。也因過去數年房價低迷，沒有建商願意建造新房
，故需求大于供給，使得房價從穀底持續上揚。

雖然這五個內陸城市，去年平均房價均上漲超過10%，但若
與強烈需求端產生的西雅圖產生的”供不應求”情形，明顯不同；

，而內陸城市如底特律都會區，則是因供給端減少產生的”供不
應求”的情形。

需求端引起的“供不應求”，房價上漲力道似乎應較為明顯。
不過，“穀底翻揚組”的房價多約在10~20萬美金，僅為”強著恆
強”的群組房價動輒50萬美金起跳的20%~40%，房價基期相對
地低，未來兩者房價漲勢，各有千秋，尚待後續分曉。

再者，美國住宅房價反彈迄今亦有數年之久，若房產投資人
對美國住宅房價居高思危，不坊參考可供銷售房源短缺嚴重的
城市，作為優先置產投資的地區。也可避免在這一波房市多頭修
正、多殺多時，誤判情勢而未能享受”房價主升段”行情。(文章來
源：網絡)

在美國，搬家幾乎是家常便飯，搬
進新家的頭24小時非常重要，可以影
響住在新家頭幾個月的生活，並左右
以後你住在這棟房子的感覺。所以搬
進新家後的頭24小時該做什麼?

1.記錄房子狀況，保存或傳送資料：
如果你的房東要求你填寫房子

狀況報告，儘快完成並送到指示的地
方或是傳送數位檔案。接著在房子裏
繞一圈，記下你想做的一些維修或升
級，例如讓窗戶更節能。

2.清潔看起來肮髒的地方：
即使搬家前已打掃過新家，有時

還是有些地方需要額外清理，例如馬
桶座和門把，以及放了家具後就難以

打掃到的小空間。

3.把家具安放在適當的地方：
先著手組合需要組合的家具，再

把所有家具放在應放的地方。如果你
在搬家前，沒有太多時間查看空間，
也沒有家具該怎麼放的想法，就憑直
覺擺放。

4.整理床鋪：
你的床一旦組起來，立在臥室適

當的地方，就連帶把床單和毯子也鋪
好，如此就不用在搬家一整天忙得筋
疲力盡，上床時還要鋪床單。

5.把所有的箱子放到應放的房間
：

你不需把物品從所有箱子拿出

來，但至少努力把箱子搬到所屬的房
間，這個作法能助你更快整理好不同
房間，不需要為了找箱子而在不同房
間跑來跑去。

6.拿出並放好每天會用到的物品：
從化妝品到毛巾和煮咖啡用品，

你應把每天會用到的東西從箱子拿
出來，盡可能放在應放的地方，如此
會使你的生活較易恢復正常步調。

7.向碰到的鄰居介紹自己：
你不需要送上自己烘焙的餅乾，

但是若你搬進新屋的24小時內就碰
上鄰居，不要躲起來，誠懇打招呼，一
開始就建立良好關係。

8.避免深夜進行挂畫和吸塵等吵

鬧活動：
雖然你很想整晚工作，把東西都

整理放好，但你的鄰居可能只想好好
睡一覺，所以儘量不要太吵，先考慮
別人。

9.盡可能完成一個房間的擺設：
選一個小房間，把屬於該房間的

箱子打開，拿出物品，放在恰當的地
方，同時記錄你可能需要的收納方法
。(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搬進新家後在美國搬進新家後
最需要做的最需要做的99件事是什麼件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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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6創業工作

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上)

【來源:網路】
對於一些人而言，最好的工作是

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工作，因此選擇
合適的大學專業顯得尤為重要。
PayScale 最近從認為自己工作有意義
的工作者的數據中篩選出本年度的大
學生薪水報告。

來自PayScale首席數據分析師Gi-
na Bremer 說：“大多數的本科畢業生
告訴PayScale，他們的工作使得這個世

界變得更美好。這些人大多數從事健
康或相關專業。”但要找到一份這樣有
意義又高薪的工作並不容易，結合興
趣所在，看看2016有意義的工作又高
薪不錯的專業有哪些呢？
20. 兒 童 早 期 教 育（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托兒所老師，學前老師
（不包含特殊教育），小學老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0,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38,000
19. 健康管理（Health Administration)
常見工作崗位：行政助理，診所負責人
，辦事處經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4,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100
18. 服務工作（Human Services)
常見工作崗位：醫療案例經理，社會工
作者，行政助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8％
平均起始工資：$34,1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3,
400
17.健康（Health)
常見工作崗位：註冊護士
，行政助理，辦公室主任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8％
平均起始工資：$38,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7,
400
16. 安 全 管 理（Safety
Management)
常見工作崗位：安全管理
，環境健康與安全經理，
安全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52,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80,
800
15. 採 礦 工 程（Mining
Engineering)
常見工作崗位：採礦工程
，礦山工程，土木工程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71,500
職 業 生 涯 平 均 薪 酬：
$109,000
14. 影像學技術（Radio-
logic Technology)
常見工作崗位：放射技師
，磁共振成像技術專家，
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專

家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9％
平均起始工資：$4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3,800
13. 呼吸治療師（Respiratory Therapy)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治療
經理，呼吸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46,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2,300
12. 治療性娛樂（Therapeutic Recre-
ation）
(圖片來源：網絡）

常見工作崗位：康樂治療師，活動總監
，治療，娛樂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3,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000
11. 運動訓練師（Athletic Training)
常見工作崗位：體能訓練師，物理治療
助理，助理訓練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300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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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諮詢師（Counseling)
常見工作崗位：成癮輔導員，辦公室經理，社會工作者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32,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0,900
9. 醫學超聲診斷（Diagnostic Medical Sonography)
常見工作崗位：超聲技師，超聲心動圖，血管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57,7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0,800
8. 兒童早期教育和小學教育（Early-childhood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小學，
中學教師，幼兒教師
（不包括特殊教育），幼
兒園教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
有意義的概率：81％
平 均 起 始 工 資：$32,
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
$42,300
7. 口腔保健師（Dental
Hygiene)
常 見 工 作
崗位：牙醫
，牙科辦公

室人員，口腔保健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2％
平均起始工資：$65,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2,800
6. 護理（Nursing)
常見工作崗位：護士，急診室的醫護人員，手術室護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3％
平均起始工資：$5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3,600
5. 呼吸護理師（Respiratory Care)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服務主管，已註冊的

多導睡眠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4,
000
4. 臨床實驗室科學（Clini-
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
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
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0,
100
3. 社區健康教育(Com-
munity Health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病人健康
教育，健康協調員，非營利
性的程序協調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500
2. 牧養事工（Pastoral Ministry）
常見工作崗位：牧師，副牧師，主任牧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1％
平均起始工資：$34,5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9,600
1. 醫療化驗科學（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7％
平均起始工資：$46,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1,500

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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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16最棒的16個Entry-level
的工作！(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剛剛畢業正在找工作，或
者還在思考想從事怎樣的工作，不用
著急！為了讓即將邁入職場的你能瞭
解哪裡才有好的職位，Wallet Hub 分
析了美國勞動局，牛津大學，求職網站
Indeed.com以及Salary.com的數據，找
到了最好以及最壞的Entry-level工作
。

為了進行此項排名，Wallet Hub分
析了 109 個 Entry-level 的職業來評估
它們的升職機會，增長潛力以及職業
危害。分析方面包括：起薪，失業率，至
2014就業增長率，薪資增長潛力，人工
智能替代率等。每一個分析方面都會
進行0-100評分，100為最高評級，0為
最低。Wallet Hub 隨後對評分進行了
加權平均，得出了最後排名。以下為總
評分最高的16項工作。
16. Industri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2,812
升職潛力排名：5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7
職業危害排名：38
15.Aerospac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8,613
升職潛力排名：2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3

職業危害排名：38
14. Certified nursing as-
sistant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25,392
升職潛力排名：5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5
職業危害排名：24
13. Chemical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70,586
升職潛力排名：1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8
職業危害排名：38
12.Electronic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7,524
升職潛力排名：3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2
職業危害排名：36
11.Web design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3,849
升職潛力排名：1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0
職業危害排名：13
10. Architec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7,540

升職潛力排名：1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6
職業危害排名：57
9.Training specialist
年收入中位數
（entry level）：
$49,011
升職潛力排名：
42
立刻就業可能
性排名：2

職業危害排名：80
8.Softwar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924
升職潛力排名：2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
職業危害排名：79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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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16最棒的16個Entry-level
的工作！(下)

7.Safety technician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39,990
升職潛力排名：38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6
職業危害排名：61
6.Electric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5,976
升職潛力排名：2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4
職業危害排名：36

5.Environmental，health and safety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4,841
升職潛力排名：4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0
職業危害排名：38
4.Web-applications develop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6,299
升職潛力排名：2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0
職業危害排名：18
3.Safety representative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7,067
升職潛力排名：67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
職業危害排名：56
2.Systems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6,935
升職潛力排名：6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
職業危害排名：38
1.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262
升職潛力排名：2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5
職業危害排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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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工部評的美國勞工部評的1010個對健康個對健康
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

【來源:商業內幕】
最近，美國勞工部公佈了一系列數據，而它附屬的onetonline

網站根據這些數據總結出最有可能損害健康的職業。排名根據
接觸污染物、疾病和感染源、暴露在危險、輻射、輕微受傷、和坐
著的時間（研究表明長期不動會縮短壽命）等因素打分，得分越
高，說明這份工作對健康越有風險。

同學們快來看看這10個職業，如果打算讀或正在讀這些專
業的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哦！
(十)手術和醫療助理、技術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7.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危險環境
(九)能源機械工程師和鍋爐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7.7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八)汙水處理廠和系統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8.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七)組織病理分析員和技術員
總體健康得分：59
三大健康風險：
1、暴露於危險環境

2、接觸污染物
3、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六)海關檢查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9.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發生疾病和感染源
3、暴露於輻射
(五)足療師
總體健康得分：60.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暴露於輻射
3、接觸污染物
(四)獸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0.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3、接觸污染物
(三)麻醉師、麻醉護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輻射
(二)空乘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一)牙科醫生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5.4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75
3、坐著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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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文（化名）与张亚（化名）经人

介绍认识结婚，婚后生育一子。结婚之

初，海文和张亚的感情还比较稳定，可

自从孩子出生后，关于孩子的照料、教

育问题，他们二人却常常发生争执。

有照片和录音 不能证明老婆有外遇？

案情介绍 海文（化名）与张亚（化

名）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婚后生育一子

。结婚之初，海文和张亚的感情还比较

稳定，可自从孩子出生后，关于孩子的

照料、教育问题，他们二人却常常发生

争执。张母表示自己还有工作，没有时

间帮助儿子儿媳带孩子，对此海文也非

常不满，一气之下海文搬回娘家居住，

偶尔自己回到与张亚的家，而孩子却一

直在海文的娘家生活。张母想看孙子的

想法也总是被海文拒绝。就这样，一家

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剑拔弩张。由于海文

经常回娘家居住，张亚便怀疑妻子有外

遇，他的猜疑也令海文非常反感。最终

，海文提出两人感情不和、缺乏信任，

起诉离婚，请求判令儿子由自己抚养，

张亚支付抚养费。

庭审在线 张亚表示，他与海文有十

几万的存款，这应该属于共同财产，他

要求分割5万元，并且抚养孩子，海文

依法承担抚养费。如果海文同意这样的

条件，那么自己就同意离婚。张亚提供

了一些证据，包括海文与其他男子的照

片，以证明海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

外遇。还有一份录音，证明海文曾经承

认有存款十余万。

海文表示，这些照片都是假的，自己

根本没有与照片中男子拍过照，这是合成

的照片，而且录音中的内容也听不清楚是

谁在讲话，这不能成为证据。由于自己单

方面抚养孩子，产生的生活费用一直由自

己支付，现在手里根本没有什么钱。

法院审理 张亚提供的照片证据不能

证明其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张亚提供

的录音证据海文不予认可，且又没有其

他证据印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

，法院不予采信。法院认为，海文和张

亚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婚后感情融洽，

且生育一个儿子，虽因家庭矛盾发生纠

纷，但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只要双

方今后注重感情培养，和好有望。为了

家庭的稳定及孩子的健康成长，以不准

二人离婚为宜。

什么样的证据法院能采信？

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

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

鉴定意见、勘验笔录。需要注意的是，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

的根据。

此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

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

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

实证据。

当事人提供证据有无期限？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

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

及其期限。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

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

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

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

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

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

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

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视听资料能作为证据吗？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

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

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

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有照片和錄音 不能證明老婆有外遇？

本人26岁了，曾经也交过一个

女朋友，但从未发生性过关系，并不

是不想，身体也没问题，只是本着负

责的态度，控制住了下半身。理智战

胜冲动，所以到26岁了，仍然是个

处男。现在又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女生

，和她暧昧了一段时间了，想和她继

续发展？

网友问题：本人26岁了，曾经

也交过一个女朋友，但从未发生性过

关系，并不是不想，身体也没问题，

只是本着负责的态度，控制住了下半

身。理智战胜冲动，所以到26岁了

，仍然是个处男。现在又遇到了一个

不错的女生，和她暧昧了一段时间了

，想和她继续发展？

回复：现在这年代还能找到处

女？反正我的女朋友都不是处女，曾

经有一次机会上处女，但那时高中，

我也是负责人滴 我记得我第一次也

不平衡，因为

我那时是处男

么，但是ml 之

后随着感情的

增加慢慢就不

在意了，之所

以有处女情节

我觉得一是觉

得不平衡，二

是把ml 看的太

重，每个成年

人都应该去主

动追求性爱的

，不要被传统

思想完全束缚

，多次的性爱

经验对你们未来的和谐性生活是有很

大帮助的。

相信我你先跟女友做几次，慢慢

就不处女情节了。（实在不行我就出

个馊主意，你找个小姐破处吧，这样

至少你们结婚前你也有过别的女人了

,这是下下策~~) 总之现在我对女友

的这方面要求是只要没有怀过孕就没

有问题，祝你早日想开性福生活~。

我是處男她不是處女，
我該如何克服處女情結

两地分居的情侣总会面临着异地恋所

带来的各种煎熬，但若要细数当中煎熬，

在这4种诱惑当前，感情难免容易遭受残

酷的考验。

一、金钱诱惑

金钱的诱惑几乎是最现实且残酷的，

不为情感而分开，却为物质而离散。这种

诱惑，怎叫人不唏嘘？面对生活中对柴米

油盐的种种担忧，这时你能保证远在他乡

她在面对房子、车子、票子的诱惑还能无

动于衷？有得必有失，你要获得，就要付

出代价。异性之间，代价是什么？你懂得

。

二、生活照顾

单身已婚女人独自在家要面对着很多

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你又在天高皇帝

远的地方。这时他刚好出现，无微不至的

照顾着她的生活，似春风化雨般融化着她

的心，促使她不断的在心里把你拿来与他

人对比，越对比越发觉得他人的好，久而

久之投入他人怀抱也是迟早的事情。

三、精神慰藉

在这样充满诱惑和压力的社会环境

下，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静

之时，所有在白天不曾有的孤寂和空虚

，就会如潮水般涌来。而你却不在身边

，她只能去寻找刺激来熬过这漫长的夜

，一些人会去酒吧借酒消愁，但那只会

让人愁上加愁；一些人更聪明，选择上

交友网站，比如上赛客虚拟家庭，她只

要在上面进行注册，系统就会自动将她

推荐给购买了四星级别墅的男人们，让

她尽情的享受男人对她的嘘寒问暖，让

她的心有所安放。几次交流后发展线下

情是必然的事情。

四、身体需要

如同男性有性需求一样，女人也有正

常的性冲动，长期得不到性满足的女人也

是很恐怖的哦。她虽然努力拿着道德束缚

自己的蠢蠢欲动。食色性也，要做到不乱

于心，谈何容易啊？长期分居两地，越是

压抑情感就越易发生婚外情。

两地分居？这4种诱惑你恐
怕难以抵挡

大千世界

英国一名收藏家花3.7万美元在网上购得一

辆旧坦克，没想到这个收藏给他带来了意外收获

。他在坦克的油箱里发现了5块金锭。据估计，

这些金锭价值约250万美元。

据报道，购得这辆老旧的苏式T-54后，为

了确认坦克内部是否有弹药，收藏家尼克•米德

把坦克拆开，没想到竟然在油箱里发现了5块金

锭。

尼克•米德说，他购买的这辆T-54坦克原

属伊拉克军队，参加过1990年至1991年间的海

湾战争，在战争中被截获并运至英国。尼克认为

，伊拉克军人藏在油箱里的金子来源于科威特仓

库。

米德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不可能

就这样拿着5块金锭去卖，所以我们报了警。”

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决定没收金锭。米德表

示，即使拿不回金锭，他也不难过，因为坦克

还在。

英國收藏家網購老舊蘇式
坦克在油箱裏發現金錠

近日，好奇心十足的日本饕客

在东京一家餐厅外排起了长队，争

相品尝“暗黑料理”界的新宠——

炸昆虫拉面。

据报道，位于东京的Nagi豚骨

拉面店在4个小时内，就卖光了当

天活动限定的100碗昆虫拉面。

这一碗炸昆虫拉面端上桌，最

抢眼的就是拉面上放的“配菜

”——10几只小蟋蟀和面包虫。客

人会将面沾入蟋蟀、蚱蜢或蚕粉风

味的汤汁后食用。

日本推出昆蟲拉面
食客排長隊品嘗暗黑料理

在湛蓝的大海中惬意的划

着小船，晒着日光浴应当是一

幕十分美妙的画面。一名摄影

师就在西澳用无人机拍下了这

样的画面，但照片中除了耀眼

的阳光，清澈的海水，洁白的

小船，慵懒的划船者之外，还

有一只“虎视眈眈”的鲨鱼。

据报道，29岁的摄影师南

柯威尔(Joel Nankivell)近日带着

他的无人机来到了西澳 Injidup

Bay，想要捕捉一些美丽的瞬间

。但当他看到照片后发现了惊

险的一幕，一人在海中划着小

船，并将双脚伸出船体外。

在船的周围，鲑鱼群正经

过，而鱼群的后方，一只鲨鱼

正直冲向鱼群，这也就意味着

鲨鱼正朝着划船者靠近。看到

这一幕后，南柯威尔调试无人

机，试图提醒划船者。

南柯威尔表示，这只鲨鱼

应该是虎鲸，自己的无人机在

提醒划船者的同时，记录下了

全部画面。所幸最终来了一阵

海浪，使得这只鲨鱼在靠近船

只之前，调转了方向，向他处

游去。

南柯威尔表示：“在海浪到

来之前，我觉得这名划船者的境

况十分危险，因为他坐在小船内

，而他的双腿则伸出了船体，垂

在水面上。这张照片就是他的双

脚悬挂在水面上，而鲨鱼离他非

常近。如果鲨鱼真的靠近了，我

想他会遇到麻烦。”

在之后看照片的时候，南

柯威尔发现了更加惊险的一幕

。尽管海浪致使鲨鱼调转方向

，但在离鲨鱼不远处，还有一

人在“毫无防备”地游泳，丝

毫不知危险正在靠近。尽管见

证了惊险的一幕幕，但是南柯

威尔表示，在将来自己依然会

前往这些美丽的海边游玩。

澳洲攝影師拍驚險壹幕
鯊魚接近 劃船者毫無防備

一位 92岁的印度妇女连

续 80年每日食用 1公斤沙子

，丝毫没有影响身体，其健

康的体魄让医生感到惊叹不

已。

这位老妇名叫戴维(Suda-

ma Devi)，来自印度卡西诺柏

(Kajri Noorpur)，10 岁时跟朋

友打赌第一次尝试吃沙子，自

此就迷上了吃沙子。

92岁的她生过7个孩子，

其中3个已经过世。她是家中

唯一有吃沙习惯的人，每天吃

4盘沙，总重量约1公斤。正

是这个原因让她从未生过病，

也不曾感到饥饿。医生对她的

怪癖感到十分惊讶，也很吃惊

她竟如此健康。

印度妇女食沙子80年
丝毫没有影响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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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一年之计在于春。每年

春天都是中国外交旺季。今

年的中国春季外交又不一

般，往来频繁、层级很高、看

点颇多。

今年春季，中国全方位

外交进一步深化 、持续推

进。外交热潮涉及亚洲、欧洲、中东、

非洲、大洋洲、南太和北美，覆盖中国

外交四大支柱：周边、发展中国家、大

国和多边外交。

中国周边国家领导人缅甸总统、

柬埔寨国王、尼泊尔总理来华访问，

体现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分

量。近日中缅原油管道正式投运，又

为中缅友谊增色添彩。

来自非洲的卢旺达总统、马达

加斯加总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

理访华期间，中方谈的最多的当属

中国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以及落

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

果。与中国复交不久的圣普将会感

受到回归中非合作大家庭的重要

性。

中国邀请沙特国王和以色列总

理先后访华，体现了中国在中东事

务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中方强

调，中东很多问题根子在发展，出路

最终也要靠发展，中方愿为此做出

自己的贡献。中方与以色列宣布建

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反映了中国

构建伙伴关系时针对各国特色的精

准定位。

继年初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

家领导人访华，中国在今年春季又接

待了塞尔维亚总统、挪威首相。4 月

初，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

问了北欧国家芬兰，彰显了中欧关系

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地位，调动

北欧和欧洲国家对华倾注更大热情。

李克强总理出访澳大利亚、新西

兰，密克罗尼西亚总统访华，表明中

国对大洋洲国家的重视。中国与澳

新两国通过开启自贸协定“升级版”，

将向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发出中国致

力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

积极信号。

今春中国外交的点睛之笔和最

大亮点是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在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

晤。此次会晤举世瞩目，明确了中

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基调、方向、框架

和路径，标志着中美关系的平稳过

渡，也体现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良

好开局。

无论是客场外交，还是主场外

交，“一带一路”建设都是中国领导人

与外国领导人商谈的一个重要议题，

成了中国此轮春季外交贯穿始终的主

线。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3月27日一

天接连会晤密克罗尼西亚、尼泊尔、马

达加斯加三国领导人，都谈到了“一带

一路”这个共同话题。下个月将在北

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势必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春天有时难免乍暖还寒。过去

的一年，全球“乱局”和“变局”交织，

给世界带来阵阵凉意。“不确定性”和

“不稳定性”成为描述国际形势的常

用词。就在春暖花开之际，中东、朝

鲜半岛等地区的紧张局

势，给世界和平投下了阴

影，一些国家的恐怖袭击

事件为世人敲响着警钟。

如此复杂多变的外部

环境，给处于改革开放新

阶段的中国带来新的挑

战。唯有不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

中国才能在“变”与“乱”的世界里有

力维护自身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将会不断扩大“朋友圈”，拓展发

展空间，打造战略依托，增加回旋余

地，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作出不懈努力。中国外交的

春天将让世界多些暖意、少些凉意。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中国春季外交可圈可点
■ 华益文

【经典剧目引赞叹】

走进紧邻珠市口西大街的板章胡同，远远就
能看见“北京风雷京剧团”几个红色字牌高高树
立在一座三层高的戏楼上，格外醒目。戏楼内
外，古色古香的风格和氛围吸引了众多外国友人
参观、品味。

紧接着，在活动现场，外国友人们共同欣赏
了由剧团带来的三出经典京剧折子戏——《借
扇》《贵妃醉酒》《坐寨盗马》，演员们精彩的演
出、绚丽的服饰、精致的妆容引来了观众席的阵

阵掌声，不少外国友人不禁赞叹称奇。
“我来北京两年了，这是第一次来听京剧。”

来自尼日利亚大使馆的萨若索激动地说，“演出
真的很精彩，演员们在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又
相互配合，他们的唱词也用英文显示在舞台两侧
的电子屏幕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剧情。尤其
是演员们脸上化的妆非常漂亮，让我印象深刻。
这些脸谱还能代表不同的角色，非常奇妙。”

活动主办方介绍说，本次活动以“亲历中国
京剧脸谱文化活动”为主题，秉承“以体验为精
髓，以文化为主线”的宗旨，旨在通过欣赏经典
京剧折子戏、手绘京剧脸谱、试穿京剧服饰等多
种活动形式，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国京剧脸
谱文化魅力。

【脸谱文化学问大】

京剧脸谱有什么讲究？不同的脸谱代表的含
义有何不同？北京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在现场为
外国友人们一一揭开谜底。“京剧脸谱是一种具
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特殊化妆方法。由于每个历史
人物或某一种类型的人物都有一种大概的谱式，
就像唱歌、奏乐都要按照乐谱一样，所以称为

‘脸谱’。”他说。
“中国京剧脸谱据说源自一个历史故事。据

记载，中国古代有位兰陵王，他勇武善战，但容

貌清秀，自认为不足以威慑敌人。于是，他常戴
一张木雕面具出战，时常取胜。后来，人们羡慕
其勇冠三军，便模仿动作，编成舞蹈，配以歌
曲。这支舞蹈到唐代时发展成歌舞戏，深受人们
喜爱。后世的戏曲脸谱便受到中国古代这张木雕
面具的影响。”松岩介绍说。

“按照京剧中生、旦、净、丑的行当分类，
各自脸谱情况不一。”松岩表示，一般由“生
行”“旦行”所扮演的人物采用“俊扮”，画脸时
突出眉毛、眼睛、嘴唇等各部位的色彩，显现出
人物端正、俊秀的面貌。而“净行”“丑行”人
物面部绘画比较复杂，特别是“净行”，大多重
施油彩、图案复杂，因此称“花脸”。“净行”人
物要根据角色性格、品质、相貌等，选择红、
黑、白、黄、紫、绿、蓝等颜色，再按固定的图
案，进行面部化妆。这种面部化妆被称作“勾
脸”。比如，红色表示忠诚耿直、热情吉祥，忠勇
侠义的关羽就有一张红脸；黑脸表示豪爽粗暴、
刚正不阿，一代清官包拯就有一张大黑脸。

【互动体验趣味多】

伴随着京剧表演，还有一项北京独有的民间
艺术“北京鬃人”引起了外国友人的注意。“‘北
京鬃人’创始于清朝末期，距今 100 多年历史，
集戏剧脸谱、服装绘制于一身。鬃人人物底部制

作有一圈鬃毛，把其放在铜盘中，一经敲打铜盘
边缘，盘中的鬃人就会朝固定的时针方向旋转、
舞动起来，犹如舞台上人物表演一般，故老北京
人又称它为‘盘中戏’。”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鬃人”项目传承人白霖边演示边介绍说。
在互动体验环节，外国友人们根据自己的喜

好，有的拿起了油彩，为自己选画了一张京剧大
花脸；有的穿上了戏服，舞起了水袖；还有的亲
手敲打铜盘，操纵鬃人在铜盘上“表演”京剧。
如此零距离地“触摸”和体验京剧，对于大多数
外国友人来说还是第一次。

“之前我在北京看过一些京剧，不过都是现
代的，这种传统京剧还是第一次看，生、旦、
净、丑四行各有特点，非常有意思。”来自奥地
利大使馆的石霓那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刚刚在
舞台上体验了一把京剧化妆，对这次体验之旅赞
不绝口。

未来京剧如何吸引更多中外观众进场，是京
剧艺术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京
剧是个宝库，要从曲高和寡变成大俗大雅，就要
从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开始。”松岩认为。据介
绍，从去年年底开始，北京风雷京剧团启动惠民
演出，走进社区、校园等，展现梨园风采。“作
为曾经鼎盛一时的国粹，京剧演尽了千年往事，
有着永恒的价值，值得我们整个民族去坚守。”
松岩说。

外国友人体外国友人体验京剧文化验京剧文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鹏飞赵鹏飞

京剧被称为“东方歌剧”，很
多外国友人都对这一中国国粹充
满好奇与喜爱。4月8日，由北京
月讯杂志社、北京对外文化交流
中心主办的“北京沙龙·亲历北
京”活动在京举行，诸多外国驻
华使馆官员、国际组织驻京机构
负责人、外国驻京商会代表等，
走进胡同里的京剧团，听京剧、
穿戏服、画脸谱，体验了一堂有
趣的京剧课。

图
为
演
员
们
表
演
京
剧
《
借
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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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柯
摄

图为外国友人体验手绘京剧脸谱。马 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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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頓報道）近日，一段“這樣的游泳池你敢去嗎
？”的視頻風靡中外社交媒體。視頻中一名男子行走在距離地面150
多高的“空中游泳池”中，游泳池底部是由玻璃製成，全透明，置
身泳池可以將樓下的景物一收眼底，邁出去的那一刻，隔著屏幕都
看得腿軟，人們需要有足夠大的勇氣才能在這個無邊的透明懸空游
泳池中暢遊。其實，這個游泳池並不在意大利南部，它就在休斯頓
市中心的最新高層公寓 「Market Square Tower」 的42層， 是德克
薩斯州最高的游泳池，也是休斯頓唯一的玻璃池底的高空游泳池。

這個游泳池由Kudela和Weinheimer兩位景觀設計師聯合設計
，位於休斯頓市中心普雷斯頓街（Preston Street）的 「Market
Square Tower」 高層公寓樓的頂層，懸掛在150多米的高空中，可
以俯瞰布法羅巴約公園（Buffalo Bayou Park）的景色。游泳池向建
築物外延伸3米多，透明池底由20裡面厚的強化玻璃製成，耐用兼
抗裂能力高，沒有安全疑慮。

視頻中，一名男子緩慢地在泳池的玻璃上行走，看起來就像在
距離地面150多米的高空中懸空行走一樣。想象一下，如果在百米
高空透明泳池暢遊一番，是否會有鳥兒在空中“飛一般的感覺”呢
？網友直呼“光看著就嚇得腿軟”“頭皮發麻”，也有膽大的網友
“躍躍欲試”。

這個泳池於2016年10月開放使用，遺憾的是，目前僅對該樓住戶開放。
據悉，由於近年石油和天然氣市場下滑，休斯頓公寓入住率下滑嚴重， 「Market Square Tower」 目前只有50%入住率。

「Market Square Tower」 負責人菲利普·施奈多（Philip Schneidau）表示，自從這段視頻在網絡廣泛傳播后，該公寓樓的入住率
每週都有增加。

德州最高高空透明游泳池 你敢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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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
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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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o-

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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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美國今日美國20172017全新上線全新上線 讓今日與眾不同讓今日與眾不同

今日美國網站今日美國網站。。

一男子行走在高空透明泳池中一男子行走在高空透明泳池中。（。（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該高空透明泳池懸掛在該高空透明泳池懸掛在4242層層，，距離地面距離地面150150多米多米。（。（官網圖片官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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