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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一代”(泛指1990年代晚期至2000年代
初期出生的人)仍相信“美國夢”。

據“市場觀察”（MarketWatch）報道，美國
房地產公司Zillow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超過
半數(57%)的“Z一代”租房者相信有一天自己會
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稍高于千禧一代的55%。
Zillow首席營銷官杰米裏‧瓦克斯曼指出：“他
們(‘Z一代’)中的很多人聲稱，自己對有房的概
念和父輩沒什麼不同。”

當然，多數“Z一代”要想買得起房還有很長
一段路要走：根據美國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這代
人中的55%年薪低于2.5萬美元。那些租房住的

“Z一代”通常也不會住在豪華的房子裏。不令人
吃驚的是，82%的“Z一代”租房者是和別人合租
的，致使這一代人有室友或和父母同住的可能
性為美國所有租房者平均可能性的兩倍。接近
半數的“Z一代”租房者住在不足1000平方英尺(

約合92.9平方
米)的房子裏。

Zillow 的
報告表明，“Z
一代”對房屋
擁有持樂觀態度，或許是因為年紀輕輕的他們
沒有經歷過“大衰退”。

這並不是第一份闡述這種觀點的報告。根
據美國房地產商協會發布的報告，97%的“Z一
代”認為，未來他們會有房子，82%的“Z一代”聲
稱有房是實現“美國夢”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美國房地產市場庫存量不足，助推了房價
的上漲。Realtor.com發布的數據顯示，接近四分
之三年齡超過55歲的現有房主表示，他們現在
住的房子符合他們的需要。這種現實情况迫使
很多“千禧一代”房主住在面積更小的房子裏。
起步房供應同比減少17%，也是造成“千禧一代

”購房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和“千禧一代”一樣，“Z一代”

將面臨競爭極其激烈的租房市常經
歷了房市崩潰期間的房屋止贖之後
，許許多多“X一代”家庭重返租房
市常這意味著更多的租房者在40
歲到50歲之間是在租房住，而不是
成為購房者。瓦克斯曼認為，“Z一
代”第一次租房所面對的競爭，可能

比其他任何
一代人所面
對的都要更
激烈。

從樂觀
的方面來看
，“Z一代”找房的速度更快，很大一部分歸因于
他們熟悉技術。三分之一的“Z一代”租房者在不
足一個月的時間內就能找到住的地方，僅為所
有租房者找房所用時間的四分之一。此外，“Z一
代”在租房過程中平均會發3.1條求租信息。相
比之下，“千禧一代”租房者在租房過程中平均
會發2.6條求租信息，而“X一代”會發2.4條，“嬰
兒潮一代”會發2.2條。

“Z一代”所具有的這些特徵，在他們買房時
可能會有用。瓦克斯曼指出，很多首套房買家，
尤其是“千禧一代”，驚訝地發現多數人在第一
次、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買房時都沒辦法給出
成功的報價。“‘Z一代’願意提交更多信息，動作
更快，這可能會讓他們在市場內與別人更好地
競爭。”(取材騰訊財經)

超半數“Z一代”對有房有信心
仍相信仍相信““美國夢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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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地產市場依然強勁無比美國房地產市場依然強勁無比！！
經過五年的強勁房價增長，美國房地產市

場依然強勁。需求正在加強，住宅建設活動正
在增加。

標準普爾/case-席勒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
的全國房價指數在2016年上漲了5.83%(按實
值計算是3.71%)。根據標準普爾的數據，2015年
上漲5.27%，2014年為4.52%，2013年為10.74%，
2012年為6.47%。

根據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FHFA)的房價
指數，2016年美國房價指數僅上漲6.2%，(按實
值計算為4.07%)。

根據標準普爾的數據，美國20個主要城市
都經歷了相對強勁的房價上漲，西雅圖的房價
在2016年上漲了10.75%。緊隨其後的是波特蘭
(10.01% )、丹佛 (8.89% )、坦帕 (8.33% )、達拉斯
(8.06%)、邁阿密(6.79%)、波士頓(6.31%)、底特律
(6.27%)和亞特蘭大(6.21%)。

根據FHFA的數據，在2016年，山區房價漲
幅最高，為8%，其次是太平洋地區(7.4%)、南大
西洋(6.9%)、中部地區(6.2%)和西南中心地區
(6.1%)。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在截至2017
年2月的一年中，美國新房的平均售價上漲了
近12%，達到了390400美元。相比之下，同期新
屋銷售價格中值下跌4.9%，至296,200美元。

需求一直在上升。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
數據，2016年新單戶型住宅的銷售較上年同期
增長了12%，至561,000套。同樣，根據全國房地
產經紀人協會(NAR)的數據，2016年的房屋銷
售增長了3.8%，達到545萬戶，是2006年以來
的最高水平。

NAR 首席經濟學家 Lawrence Yun 稱:"
2016年全年的就業創造和異常低的抵押貸款

利率，為樓市創造了良好的一年。"
美國住宅建築商協會(NAHB)/Wells Fargo

房屋市場指數(HMI)的數據顯示，美國房屋建築
商信心指數在2017年3月飆升至71，高于前一
個月的65，是2005年6月以來的最高水平。50
是積極和消極情緒之間的中點。

建築活動繼續強勁增長。根據美國人口普
查局的數據，在2017年2月，新屋開工率上升
6.2%，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的年增長率為1,288,
000套，而完工量則上升了8.7%，達到1,114,000
套。在2017年2月，建築許可(私有)上升4.4%，
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的年增長率為1,21.3萬戶。

預計美國房地產市場將保持強勁。NAR預
計今年全國房價中值將增長4%。此外，預計今
年的銷售額將增長2%，至546萬輛，2018年將
增長4%至568萬輛。

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
經濟增長1.6%，低于2015年的2.6%，也是2011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經濟減速主要是由于私人
消費、私人庫存投資、固定投資和政府支出放
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今年全球
最大的經濟體預計將增長2.2%，2018年將增長
2.1%。

美國房地產繁榮與蕭條的故事
美國20個主要城市在繁榮時期經歷了壯

觀的房價上漲(1996-2006年第一季度)。洛杉磯
的房價漲幅最大，為265.5%，緊隨其後的是聖
地亞哥(247.7% )、舊金山(226.6% )和邁阿密
(213.1%)。

然後在2006年第二季度，房價開始下跌。
標準普爾/case-shiller房價指數從2006年

第二季度到2011年第四季度下跌了33.8%。鳳

凰城在20個最大的城市中排名下降(-55.2%)，
緊隨其後的是邁阿密(-50.5%)，底特律(-42.8%)，
舊金山(-41% )，洛杉磯(-40.7% )和聖地亞哥
(-39.7%)。

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美國房地產市場開
始復蘇，由鳳凰城引領。美國20個最大的城市。
除紐約外，2012年房價同比上漲。

2013年，拉斯維加斯房價飆升25.5%，緊隨
其後的是舊金山(22.6%)和洛杉磯(20.3%)。

房價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繼續上漲，儘管速
度要慢得多。標準普爾/case-shiller房價指數在
2014年上漲了4.4%，2015年上漲了5.5%，低于
2013年13.4%的同比增幅。

美國住宅建設
從1990年到2007年，住房完工量平均每

年達到150萬套，2006年達到近2000套的峰值
，但在 2011 年又跌至 584,900 套。住宅建設在
2012年開始復蘇，到2015年回升至968,300套。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到2017年2月，新
屋開工量為每年1,288,000套，經季節調整後為
6.2%，而完工量則增長8.7%，至1,114,000套。然
而，這仍遠低于2005/6的峰值。

庫存依然緊張。在2017年2月，待售的新房
數量為26.6萬套。平均供應量為5.4個月，低于
前一年5.5個月的供應量。同樣，2016年 12月，
現有住房存量為 165 萬套，比一年前下降了
6.3%，這是1999年NAR開始跟蹤住房供應以來
的最低水平。

房屋止贖率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

四季度，獨棟住房抵押貸款拖欠率從上年同期
的5.09%降至4.15%，為2008年第一季度以來的

最低水平。
陷入困境的房屋。即根據CoreLogic的數

據，止贖和以折扣價格出售的短售房，在2016
年跌至 8.9%，比上年下降了 2.1 個百分點，是
200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當時是6%。馬裏蘭州
在2016年 12月以17.9%的比例，在所有州中所
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康涅狄格州(17.6%)，密歇根
(15.8%)，新澤西(15.5%)和伊利諾斯州(13.6%)。相
比之下，北達科塔的銷售份額最小，為1.3%。

CoreLogic 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Anand
Nallathambi說:“止贖和違約趨勢繼續朝著正
確的方向發展，主要是在過去幾年裏，就業水
平增加、嚴格的承銷標準和房價上漲。”他補充
稱:“我們預計，2017年違約率和止贖率將進一
步下降。”

根據CoreLogic的數據，2016年，現金銷售
占總銷售額的比例為 32.1%，低于 2015 年的
2.2%，也是自2007年以來的最低年度現金銷售
份額。現金銷售份額在2011年1月達到峰值，當
時該公司占總銷售額的46.6%，而危機前的水
平約為25%。

根據RealtyTrac的數據，包括違約通知、
預定拍賣和銀行收回在內的止贖文件在2016
年報告了933045個房產，較上年同期下降14%
，為200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RealtyTrac的Daren Blomquist說:“在2016
年，全國的房屋止贖率一直保持在歷史上的正
常範圍內，儘管銀行繼續清理最後一個房地產
泡沫，尤其是在今年最後一個季度的房地產泡
沫。”

2016年共有379,437家房地產公司被收回
，較上年同期下降16%，是10年來的最低水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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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銷售激增
(接上頁)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的

數據顯示，2016年的房屋銷量為545萬套，較上
年同期增長3.8%，為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東北地區，2016 年的房屋銷售增長了
2.7%，至76萬戶。

在中西部地區，2016年的房屋銷售增長了
2.4%，至128萬套。

在南方，2016年的房屋銷售比去年同期增
長了0.4%，達到225萬套。

在西方，2016年的房屋銷量下降了1.6%，
至120萬套。

同樣，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6
年新屋銷售量比去年增加了12%，達到561,000
套。這是自2008年以來售出的新房數量最多的
一個。在2017年2月，新屋銷售增長了12.8%，經
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的年增長率為59.2萬套。

中西部地區在2017年2月的年銷售額增長
率最高，超過 50%，緊隨其後的是東北地區
(13.8%)，南部(7.9%)和西部(6.8%)。

2016年12月，住宅地產通常在市場上停留
52天，低于上年同期的58天。賣空交易在97天
內賣出了最長的時間，而止贖案在53天內售出
。非貧困家庭在2016年12月上市約50天。

抵押貸款利率在上升
抵押貸款利率現在正在上升。美聯儲的目

標利率在2015年 12月上調至0.25%，在7年時
間裏保持在0%-0.25%的水平。然後在2016年
12 月，聯 邦 基 金 目 標 利 率 進 一 步 上 調 至
0.50%-0.75%。

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款(FRMs)的平均
利率從一年前的 3.66%上升到 2017 年 2 月的
4.17%。

在同一時期，15年期的平
均利率從2016年 2月的2.96%
上升到3.38%。

5年期可調利率抵押貸款(
武器)的平均利率從去年的
2.83% 上 升 到 2017 年 2 月 的
3.2%。

儘管抵押貸款利率較高，
但抵押貸款市場從 2015 年的

76.6%上升到2016年的77%，
但仍遠低于2009年100.1%的
GDP。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數
據顯示，2016年，未償還抵押
貸款餘額同比增長3.5%，至
14.29萬億美元，其中一至四
戶住宅占到2016年未償還抵
押貸款總額的72%。

租金繼續上漲，空
置率下降

租金上漲是美國經濟日
益健康的又一個跡象。美國
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美
國的房租中值在2016年上升
了5.3%，至每月856美元。

在美國東北部，房租中值在2016年上升了
3.3%，至每月995美元。

在中西部地區，2016年房租中位數上漲了
0.1%，至722美元/月。

在南方，房租中位數在2016年上升了6.6%
，達到每月835美元。

在西方，2016年房租中位數飆升了12.7%，
至1081美元/月。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6年全國

租房空置率為6.9%，低于2015年的7.1%，2014
年的7.6%，2013年的8.3%，2012年的8.7%，2011
年的9.5%。事實上，這是自1998年以來的最低
空置率。

2016年，西部地區的租房空置率最低，為
4.7%，其次是東北部(5.3%)和中西部(7.5%)。2016
年，韓國的租房空置率最高，為8.8%。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從2008年到
2014年，房租中位數或多或少都是靜態的。然
而，自2015年以來，租金漲幅至少與房價一樣
快。(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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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海外買家在美國購房活動
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國內一
些城市如溫哥華的過熱樓市促使加
拿大人南下購置房產。

海外買家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
在美購置房產，這進一步推高了本
已受供應短缺困擾的美國熱門沿海
城市的房價。

美 國 全 國 地 產 經 紀 商 協 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周二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截至3
月底的12個月，海外買家和新近移
民在美國購房成交總額達1,530億
美元，同比增長近50%。

這個數字刷新了2015年創下的
紀錄。2015年，海外買家在美國購房
成交總額為1,040億美元。

美國住房供應已經十分緊張。

美國全國地產經紀商協會稱，美國
市場上的房屋供應量已經連續24
個月同比下降，今年春季成為有記
錄以來最具有競爭力的銷售旺季之
一。

經濟學家稱，這些因素助長了
美國沿海地區的房價升勢；但房價
漲勢可能難以為繼，尤其是在海外
購房者最終開始撤離的情況下。

追 蹤 美 國 各 地 房 價 的 S&P
CoreLogic Case-Shiller 指數顯示，
自2009年以來，舊金山平均房價上
漲了逾一倍，不過最近漲勢有所放
緩，因目前當地的房價已經超過了
大多數購房者能夠負擔得起的水平
。

經濟學家稱，紐約、西雅圖、邁
阿密等一些城市房價仍在大幅上漲

，與舊金山一樣，這些城市的房價漲
勢可能也會出現同樣的放緩情況。

根據Case-Shiller的數據，在截
至4月底的12個月，美國房價上漲
了5.5%。房價在去年9月份觸及紀
錄高點，此後幾乎每個月房價漲勢
都有所加快。

美國房產的海外買家主要來自
加拿大，中國，印度，墨西哥和英國
這五個國家。圖表中從 2010 年到
2014年的統計數據包含商業交易的
數據；2017年的統計數據僅包含住
宅交易的數據。

最近海外買家在美國購房活動
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國內過
熱的樓市促使加拿大人南下購置房
產。

以美元交易金額計，中國購房

者仍是美國房產最大的海外買家。
在截至3月底的12個月，中國人在
美國購房成交總額達317億美元，其
次是加拿大、英國、墨西哥和印度人

。來自中國、印度、墨西哥的大批購
房者最近搬遷到了美國。加拿大和
英國人大多在美國購買二手房。(文
章來源：網絡)

海外買家助攻海外買家助攻 美國房價飆升美國房價飆升

美國房地產市場依然強勁無比美國房地產市場依然強勁無比！！最新
數據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17年10月16日 Monday, October 16, 2017I/房地產專日/171010A簡 房地產現況

最新數據：全美租金中位
數一居室上漲0.6%至1,183元，
兩居室上漲0.2%至1,402元。

公 寓 租 賃 搜 索 網 站
Zumper新近公布的9月份“全
國公屋租金指數”顯示，美國十
大房市中大部分租金價格保持
穩定。在這些城市中，只有兩
個一居室租金上漲，其餘則出
現下降趨勢。對于中低房地產
市場價格波動較大，比高端市
場更為活躍。

具體情况如何？隨僑報網
瞭解一下吧。

租金最貴的五個地方

1. 舊金山（San Francisco, CA）
一居室
與上月比：-0.9%
目前租金：$3,390
二居室
與上月比：1.3%
目前租金：$4,560

2. 紐約，紐約州（New York, NY
）
一居室
與上月比：-0.3%
目前租金：$2,850

二居室
與上月比：-0.3%
目前租金：$3,200

3. 聖何塞，加州（San Jose, CA）
一居室
目前租金：$2,350
二居室
目前租金：$2,780

4. 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
一居室
與上月比：3.6%
目前租金：$2,280
二居室
與上月比：2.5%
目前租金：$3,230

5. 波士頓，馬薩諸塞州（Boston,
MA）
一居室
與上月比：0.0%
目前租金：$2,200
二居室
與上月比：-1.9%
目前租金：$2,600

租金上漲最快的城市

普羅維登斯，羅得
島州（Providence,
RI）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5.1%
目前租金：$1,430
二居室
與上月相比：2.8%
目前租金：$1,470

達拉斯，得克薩斯
州（Dallas, TX）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4.6%
目前租金：$1,360
二居室
與上月相比：4.4%
目前租金：$1,880

斯科茨代，亞利桑
納 州 （Scottsdale,
AZ）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4.3%
目前租金：$1,200
二居室
與上月相比：5%
目前租金：$2,100

德爾罕，北卡羅來
納（Durham, NC）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4.1%
目前租金：$1,020
二居室
與上月相比：-2.7%
目前租金：$1,100

科羅拉多泉，科羅
拉 多 州（Colorado
Springs, CO）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5.1%
目前租金：$830
租金下降最多的城
市

芝加哥，伊利諾伊

州（Chicago, IL）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5%
目前租金：$1,510

巴 爾 的 摩，馬 裏 蘭 州（Balti-
more, MD）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3.7%
目前租金：$1,290

新 奧 爾 良，路 易 斯 安 那 州
（New Orleans, LA）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0.8%
目前租金：$1,250
二居室
與上月相比：-1.3%

目前租金：$1,580

羅利，北卡羅來納（Raleigh, NC
）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3.9%
目前租金
：$990
二居室
與上月相
比
：-5.2%
目前租金
：$1,100

科珀斯克
裏斯蒂，
得克薩斯
州 （Cor-

pus Christi, TX）
一居室
與上月相比：-3.4%
目前租金：$840
(取材僑報網)

上升還是下降上升還是下降
看美國各城市租金

怎麽變化

圖片來源：Business Insider

舊金山

紐約

聖何塞

華盛頓特區

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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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在美國這些城市買房是最好的投資
最近幾天，有關美國房市將持續上漲

的信息層出不窮。
*Zillow發布數據顯示，今年6月，全美房價
總價的中位數漲至20.04萬美元，是美國
房價中位數史上首次突破20萬美元。這
一趨勢表明，全美購房興趣已經恢復至
2006年前的水平。
*Zillow 統計稱，2016 年全美房價上漲了
4.8%，並預測2017房價將上漲3.6%。
*房產調研機構Corelogic樂觀預計美國房
價，將在2017年9月再上漲5.2%。
*Zillow通過對110多位經濟學家和地產專
家做的調查，對2016-2021年的美國房價
做預測，他們認為未來5年，美國房價將
上漲21.4%（平均值）。
*CoreLogic的美國房價指數（HPI）預測顯
示，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這一年時間
內，美國房價還將上漲5.3%。

今天，商業內幕又報道稱，Zillow近期
對美國房產投資情况進行了研究，分析了
全國50個城市住房市場的銷售情况，對
它們出售房產收益高低進行了排名。

下面這10個城市是房產投資回報率
最高的，一起隨僑報網看看它們都是誰。

10. 波士頓（Boston）
產權時長（中值）：7年10個月
收益：$182,500
年收益：$25,036
收益百分比：49.6%

9. 新奧爾良（New Orleans）
產權時長（中值）：8年7個月
收益：$81,000
年收益：$10,475
收益百分比：51.5%

8. 費城（Philadelphia）
產權時長（中值）：7年11個月
收益：$40,225
年收益：$4,194
收益百分比：51.7%

7. 西雅圖（Seattle）
產權時長（中值）：9年2個月
收益：$185,000
年收益：$20,840
收益百分比：53.1%

6. 加州薩克拉門托（Sacremento,
CA）
產權時長（中值）：6年11個月
收益：$82,500
年收益：$12,000
收益百分比：53.6%

5. 洛杉磯（Los Angeles）
產權時長（中值）：9年8個月
收益：$200,000
年收益：$23,200
收益百分比：53.7%

4. 丹佛（Denver）
產權時長（中值）：7年7個月
收益：$119,500
年收益：$18,162
收益百分比：56.0%

3. 加州聖荷西（San Jose, CA）
產權時長（中值）：9年8個月
收益：$271,150

年收益：$30,562
收益百分比：56.5%

2. 俄勒岡州波特蘭（Portland, OR）
產權時長（中值）：9年1個月
收益：$145,026
年收益：$16,714
收益百分比：64.7%

1. 加州奧克蘭（Oakland, CA）
產權時長（中值）：7年3個月
收益：$235,000
年收益：$33,913
收益百分比：78.0%
（取材僑報網）

加州奧克蘭加州奧克蘭（（Oakland, CAOakland, CA）） 俄勒岡州波特蘭俄勒岡州波特蘭（（Portland, ORPortland, OR）） 加州聖荷西加州聖荷西（（San Jose, CASan Jose, CA））

丹佛丹佛（（DenverDen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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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需要的是美式教育
還是教育心理學

臨近高考，大部分高中學子都在緊張地備考，
而也有人早早做好了出國念書的準備。在大洋
彼岸的高中甚至更低年級的中小學裡，其實也
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學生，他們的學習生活又是
怎樣的呢？

談起美國教育，率先蹦入我們腦海的概念或
許就是“素質教育”、“先進”、“比中國好”。因此，
懷著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殷切期望的中國家
長們，縱使千難萬難也想把最好的教育帶給孩
子，這使得留學低齡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從2005
年的632名到2014年的38089名，來美國讀初中
和高中的中國學生在10年間飛漲了60倍。矽谷
近36%的居民出生在美國以外，其中14%來自中
國，他們都是完成國內基礎教育後出國的。

美國那看似自由寬鬆的教育制度，真的是
孩子們輕鬆的“樂園”嗎？

中國孩子到美國學習，真的就能得到更好的
發展嗎？

什麼樣的孩子，能在這裡勝出呢？
歸根結底，我們到底應該怎樣愛孩子、教育孩

子？
……

越早出國越適應嗎？
除非你有好習慣

儘管媒體的報道集中在中美教育的差異之處
，但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卻能發現兩者有許多
相似之處。國內的優秀生和加州的優秀生都具
有求知欲強、興趣廣泛、自律性高、和同學相處

得好的特點。應試制度雖然有弊端，卻不能否認
很多學生在這個過程中養成了上進心和勤奮的
習慣。

一個來自湖南的留學生家庭中，剛在國內
讀完五年級的姐姐被分到七年級繼續學習，而
剛滿五歲的兒子直接上學前班。從表面看，適應
吃力的應該是姐姐。但事實卻恰好相反，姐姐憑
藉在國內養成的積極學習態度和良好學習習慣
，很快適應了在美國的學習。而弟弟由於沒有養
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加上注意力和自控力較差，
出現了學習和適應困難。

美國的課程也許不如國內深，但側重學生的
理解和應用，強調交流合作，想學好並不容易。
加上從九年級起就要準備SAT或ACT考試、大
學推薦信等，壓力並不比國內高中小。可見，如
果單純地去適應美式教育，年齡不是關鍵問題，
關鍵在於孩子是否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學習
態度和行為習慣。想要孩子在較小的年齡出國
的父母需要進行慎重的考慮，畢竟青春期是自
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衝突期，這麼關鍵的發
展階段，孩子更加需要在熟悉的環境與指導中
成長。
愛子有方——教育中的心理學
教育好=成績高？

對美國早期華裔移民的研究發現，150年間，
“華人成功夢”不曾改變。學齡期間，“成功”是
“孩子是好學生”；畢業後，“成功”是“孩子有好
工作”；工作後，“成功”是“孩子有美滿的婚姻”；

成家後，“成功”是
“孩子生兒育女”。
但實際上，我們的
教育往往停留在
第一條。

父母對教育“成
功”的定義無形中

控制著孩子對課業成績的心態、課外活動的取
捨等。不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對下一代教育的
重視和厚望是華裔的標簽，“萬般皆下品，惟有
讀書高”的古訓根深蒂固。可“教育”僅僅是以學
習成績來衡量的嗎？著名的伊利諾伊州“學生代
表”研究從1981年開始跟蹤調查81位高中畢業
生代表14年，結果發現：高中畢業時成績最高的
學生代表，天資聰明、勤奮好學、循規蹈矩、上課
如魚得水但缺乏創意，沒能成為改變世界的領
袖，原因就在於“從未發現自己熱愛的領域並投
入所有熱忱”。
日積月累的“軟實力”

應該保留的，對成人後的表現最有影響力的
品質是什麼呢？美國研究成功因素的學者發現，
取得長遠成就的兩個必要因素是自製力/意志
力和動力/內驅力。她把這兩者結合為“堅毅”：
毅力和熱忱的組合，對目標的不懈追求。

積極心理學創始人馬丁•薩裡格曼和同事總
結的最能預測生活滿意度和高成就的7個因素
中，除“堅毅”、“自控力”、“熱忱”外，還有社交智
能、感恩、樂觀、好奇心。

不難發現，關於“成功因素”的結論異曲同工，
都是優良的品格和社交能力等軟因素，而這些
品格正是習慣日積月累轉化而來的。正如愛因
斯坦所說“教育，是學校裡教過的知識都忘掉後
，自己還保留的東西。”
被訓走的愛和尊重

中國家長常常會黑著臉訓斥孩子，但這樣的
方法卻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這是為什麼呢？
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角度來看，成功人士能
達到“自我實現”的金字塔尖前，除了基本的生
理和安全的需要，一定要先滿足“愛”和“尊重”
的需要。其實孩子天生都是願意去取悅父母的，
但大約13歲之後他們則很少再和家長交流，其
實這就是因為孩子之前的很多努力沒有得到父
母的注意。自己喜歡的東西不被父母認可，和父
母交流時卻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孩子慢慢就學
會去找更有共鳴的夥伴。不“愛”孩子的父母極
少見，但學會表達對孩子的尊重和愛確實是很
多家庭要修的功課。
教育是“短跑”還是“馬拉松”？

現在很小的孩子就面臨著很大的學習壓力，
這種“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概念，家長到
底該如何看待呢？雖然有早教研究發現，幼兒期
的數學能力和學齡期的優秀成績是相關的，但
更多研究顯示預測教育成功的幼兒期因素包括
恒心、情緒調節能力以及注意力。比起認知能力
和家庭背景，幼兒社交和行為調節能力更能預
測對將來學業表現。所以教育不是百米衝刺，更
像是馬拉松比賽。闖過終點線的佼佼者，是那些
會學習、熱愛事業、有健康人際關係的人。

所以，到底中國的孩子需要什麼？到底中國的
家長該付出怎樣的努力？

或許，與其一味追求給孩子所謂高質量的教
育環境與條件，不如真正努力去聆聽孩子內心
的聲音，幫助孩子發現自己在學習和生活中的
熱情，給孩子愛與尊重、接納與包容，讓孩子獲
得真正屬於他們的幸福感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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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學不看書每天7小時
網遊的美式教育

家庭式教育在國外並不
罕見，很多父母會因為各種原
因讓自己的孩子在家進行學習
，並且收到的效果也都很不錯，
所以外國人對這種教育方式也
都習以為常，但這位來自英國
的媽媽 Katie 卻因為自己特殊
的家庭教育吸引了大家的關注
，因為她不讓自己的三個孩子
看書，取而代之的是每天 7 個
小時的網遊時間。

Katie最大的女兒今年12
歲，另外兩個是 7 歲和 10 歲的
兒子，三個孩子即不看書也不
去學校，每天的任務就是媽媽
要求的最少打7個小時的。

通常是這樣的，二兒子會
最先起床，有的時候從早上五
點就開始玩遊戲，然後大約在
八點左右小兒子也開始了，最
後才是大女兒。

Katie覺得遊戲要比教科
書更能影響孩子，在遊戲中孩
子們也可以學習到很多生活中

需要的知識，所以她不顧別人
的質疑而堅持要讓孩子們這樣
，儘管她承認現在孩子們也不
能完整地寫下字母表。

為了讓孩子們有最好的
遊戲教育，Katie家裡有四台高
配置的電腦，5個 ipad、1個Wii
遊戲機和兩個PS系列遊戲機，
家裡的網速也經過了升級，
Katie 的家裡甚至要比網絡會
所還要高級。

她讓孩子們玩的遊戲也
多種多樣，基本上現在比較受
歡迎的她都會讓孩子們來玩，
比如《部落衝突》《模擬人生》

《精靈PokemonGo》...
她表示有些遊戲世界觀

十分龐大，即使是大人也不一
定能夠玩懂，所以這樣的遊戲
要等到孩子們大一點再開始玩
。

同時，Katie還說通過遊戲，
她的三個孩子交到了全世界各
個年齡的朋友，這要比上學只

在固定的小圈子裡活動更有價
值，年紀輕輕就具有了國際視
野，在學校的孩子可做不到。

Katie 也有自己的規矩，堅
決不能熬夜玩，8點前要熄燈睡
覺，不能玩限制級的遊戲，孩子
們遵守的都特別好。

現在，Katie 的大女兒因
為自身感興趣所以每週都會上
一次英語和數學的課程，而另
外兩個兒子對那些一點也不感
興趣，所以還都只是每天玩遊
戲，唯一需要外出的就是每週
二的足球時間，照Katie的話說
，那就是每週一次的體育課。

總之，Katie 很滿意自己
的教育方式，當然她也希望自
己的孩子們以後能夠成材，但
她也表示不強求孩子們改變自
己，並且她還說至少當孩子們
長大後會回想起來，自己的童
年過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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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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都受廣大留學生的青睞，

即使最後沒有去美國留學，最後還是會到美國走上一遭。2015年
谷歌公布了留學國家搜索排行榜，美國位列榜首，再看看其他平
臺上的留學國家排名，多數情況下都是美國占第一。當然再好的
國家也有它的劣勢，讓我們帶著客觀的眼光來看看這個留學綜
合排名第一的美國。

就目前的經濟實力，教育實力，就業市場，全球影響力來說
美國當之無愧。把美國放在第一位，其實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當
然我從來不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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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淺談一下。

美國優勢1：教育環境
這麼多年的全球大學排名不難發現，前幾名或者前百名，美

國的大學總是常客。不可否認得說目前美國的教育水平是全球
最高水平，但我的標題用了教育環境，因為我覺得排名不能說明
一切，就和我今天寫的一樣，任何的評論都會有主觀思想在其中

起重要，哪怕是每年做大學排名的這些大的機構也是如此。所以
排名需要參考，但是不能太過影響自己的判斷，同時你如果有喜
歡的專業，專業排名也是要看的。“環境”其實我覺得還包括的學
習的環境，教師資源，以及提升人際關系的機會。

美國優勢2：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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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優勢4：長期居留、移民
在美國畢業以後長期

在美國工作你長期居留甚
至移民的可能性也大大增
加了，目前來說單純的商
業移民美國需要的資金投
入還是非常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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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劣勢1：留學費用
留學費用是一個非常

現實的問題，也是阻擋大
部分想去美國的同學最重
要的原因。確實美國的留
學費用在留學國家當中是
非常高的，基本上就是前
二名。一年全部的花費大
約在 25 萬-40 萬，而且這
還是不特別浪費的情況下
。美國的留學費用主要高
在“學費”這個是被大量留
學生吐槽最多的，而且每
年都還在漲，在留學國家
當中長期屬於學費最高的

國家之一。美國的平均學費在4萬美金左右也就是24萬人民幣，
當然看你的學校和城市。生活費用和其他費用其實並不是特別
高。

在這裏我的建議是：獎學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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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太不穩定了。

美國劣勢2：就業
在優勢裏面我就說過，美國的就業即使有時也是劣勢。美國

的失業率其實不低，很多的美國人都找不到工作，你作為一個
“外國人”想找到工作如果沒有一定的能力那是非常的困難的。
2015年美國的失業率在5%左右。而中國人社部統計的中國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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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的時代，世界國際化程度已經很深了，你在美國基本上

想吃啥都有，但是大部分都比較貴。美國食物開始的時候會吃不
慣，慢慢習慣就好，當然自己鍛煉自己烹飪也是很好的選擇。

2、回國優勢
這是我想說的，這個其實可以適用於全部的留學國家，時代

改變了，現在不是80年代、90年代了，一張國外的“文憑”就可以
在國內換來一個很好的工作，簡單的分析一下。比如你美國畢業
了，那麼你回國以後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國際視野，英語流利等
等的優勢。但是在反過來看看國內的畢業生，現在大部分本科畢
業生也都是大學英語4、6級通過的，很多學生甚至會兩種外語。
你的語言優勢大嗎?至於國際視野和經驗就得看你的表達，所以
上文我建議你大學期間鍛煉人際關系。

國內好的企業也越來越多，如果在面試官面前你不能表達
你的視野優勢在哪裏，那麼你和國內畢業的學生還有多少區別
呢?而你要求的月薪又比國內畢業生高，這時候你的優勢在哪裏
。所以大學期間發掘自己的能力很關鍵。

3、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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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承認現在很多國外的留學生也都保留著這樣
的觀念，覺得一個名氣大的大學重要，專業無所謂或者不是那麼
重要。其實我的建議還是專業排名比大學排名參考意義更大。當
然觀念上的差異我不評價了。只是我個人的建議。大學的排名其
實並不是那麼的重要，一個能夠發揮你能力的專業、一所在你這
個專業上能排在全球前列的大學才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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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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的工作美國人的工作
要被機器人取代了嗎要被機器人取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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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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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时光
十九大 开栏的话

在这金风送爽、硕果累累的季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从

今天起，本报开设“十九大时光”专栏，聚焦十九大召开的历史性时刻，展现国际社会、华

侨华人对中共十九大的热切关注，传递全国各族人民对十九大的殷切期盼。敬请关注。

风 景 这 边 独 好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再过几天，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按此前安
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建
议 ， 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在 北 京 召 开 中 共 十
九大。

这是 2017 年中国最为重要的日子，中国正
在以全新面貌迎接这次盛会。

当今世界，风起云涌，中国这个东方古国以
其定力、实力与魄力，展现出别样风采，重塑着
大国荣光。

正如一首词所说：“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
这边独好。”

中国经济前景光明

10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最
新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 中，上调了 2017 年
全球GDP增速预期，其中，中国2017年GDP增
速预期被上调至 6.8%，此前预期为 6.7%。这是
IMF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增长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IMF对许多经济体的经济增
长并不乐观。该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可能不
会持久，因为不是所有国家都出现经济复苏，比
如一些欧元区国家，中期经济前景依然令人
失望。

对中国经济有好感的IMF，能在世界上找到
许多共鸣。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花旗银
行、东盟与中日韩 （10+3） 宏观经济研究室等国
际机构，都在近期上调了对 2017 年中国经济的
增速预期。《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等诸多外
媒，也对中国经济不断创新和飞速发展的现状纷
纷点赞。

“中国的经营环境正在不断优化，体现出
吸引更多外商投资的决心，我们对中国市场
非常看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通用电气
公司 （GE） 全球高级副总裁段小缨表示。通
用 电 气 能 够 仅 用 两 三 年 时 间 ， 就 将 中 国 总
部、中国研发总部、全球运营亚太中心和上
海数字创新坊建在了上海一个超过 10 万平方
米的园区内，正得益于中国不断改善的投资

环境。
选择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一个优

先选项。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更高

“中国有多安全？”前不久，这个问题在国外
问答网站火了起来。来自瑞典、巴西、美国等多
国的网友纷纷回答：在北京深夜独自外出、在深
圳凌晨遛弯无需担心；治安管理细，控枪有力
度，拥有和谐的人文环境……答案形形色色，却
又高度一致。

刚刚过去的中国国庆黄金周，共接待国内游
客7.05亿人次，未发生重大旅游安全事故。这在
全世界都难以想象。

在中国，安居乐业的含义不断深化。过去
5 年间，中国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显著提
升。连续 5 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
值 4%以上，上学更舒心了；城镇新增就业人
数年均超过 1300 万人，找工作更容易了；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跑赢 GDP，钱袋子更
鼓了；世界上覆盖人群最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
成，安全感更高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
医保网织就，个人卫生支出占比降至 20 年来
最低，看病更省钱了；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达 40.8 平方米，住房条件更好了；全国地
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 70%，环境更好了；全国
文化事业费年平均增速超过 10%，文化生活更
丰富了……

伟大复兴步履坚实

上天，入地，探索浩渺太空，架起如虹长
桥，高速列车提速……中共十九大临近之际，中
国的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竞相闯入人们的
视野。

具体来说，是国产大飞机 C919 一飞冲天，
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是“复兴号”列车以

350公里时速开始往返于京沪之间，是世界最长
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是

“神威·太湖之光”在最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榜单中实现三连冠……多项科技成就，走
在世界前列。

这是几代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结果，也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一页又一页闪亮的
篇章。

不久前，中国海军第 26 批护航编队对英
国进行为期 5 天的友好访问时，编队指挥员王
仲才少将代表护航编队接受了一份特殊礼物

——一百多年前北洋水师向英国购买巡洋舰
的老照片。对历史稍有了解者自然知道，这
简单的对比背后，是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荣
耀的巨变。

10 月 11 日，中共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启
用。据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已有 1800 名境外
记者报名采访十九大，比十八大时增加了近
百名。他们将与数量更多的国内记者一道，
见证盛会，记录历史，传递中国砥砺前行的
足音。让我们一起迎接、共度这个举世瞩目
的时光！

上图：十九大新闻中心正式开

始对外接待服务。

右图：工作人员在给外国媒体

工作人员发放证件。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中共十九大即将召

开 ， 举 国 上 下 翘 首

以盼。

两个多月前，习近

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

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

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

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

个论断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历史性变革，揭示了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

站起来。鸦片战争后，外国列

强对中国进行鲸吞蚕食，“四万万人

同一哭，天下何处是神州？”“亟拯

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起

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

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

年，毛泽东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多少中华儿女热泪盈眶、热血

沸腾，中华民族终于挺直腰杆站了

起来。

富起来。旧中国积贫积弱，备

受列强欺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

富裕，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最强

烈、最执著的愿望追求。但是，这

么大的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富起

来谈何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

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

全面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发展道

路。邓小平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经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奋斗，中国经

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

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

现前所未有提升。尽管如今全球经

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凸显、国际环境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

却一直保持稳步增长，国内生产总

值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 30%。中华民族终于逐

渐富了起来。

强起来。中共十八大以来，中

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中华民族强筋壮骨，日益强起

来。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

这个目标。

历史证明，机遇，常以偶然性

的形式出现，稍纵即逝，但其中蕴

含着必然性。抓住和用好机遇，要

善于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善于

抓住偶然性后面的必然性。正如培

根所说，“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

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

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

机。”

从站起 来 、 富 起 来

到强起来的历程，让中

国人民坚信，只要跟着

中国共产党走，中国就

有更光明的未来。可以

预期，近 14 亿中国人民将在中国

共产党带领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旗帜不懈奋斗，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逐步实现全体

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彻底完成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历史性飞跃。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共

十八届中央委员）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 叶小文

星期一 2017年10月16日 Monday, October 16, 2017



AA1212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7年10月16日 Monday, October 16, 2017

都市綠地赫曼公園
最受歡迎的親子勝地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如果說
親近大自然只能往郊外走？那可就大錯特
錯。其實，在繁華的休士頓大都市，青青
草地與鬧市僅數步之遙，位於休士頓市中
心西南側的赫曼公園(Hermann Park)，綠
樹成蔭，佔地面積約165公頃，交通便利
，座落輕軌區，加上周圍鄰近休士頓藝文
區，成為當地最受歡迎的親子勝地，是最
為休城市民廣泛使用的綜合性綠地公園。

公園西南與東北入口分別矗立公園捐
助者赫曼(Hermann)及德州共和國第一任
總統先驅者Sam Houston紀念雕像，雕
像顯眼醒目，並附上簡介來源，讓遊客都
能簡單明瞭德州拓荒時期的開墾歷史，更
符合德州牛仔拓荒精神。

該公園自1914年興建至今已超過百
年，園中有日本花園、敦睦亭、米勒露天
劇院(Miller Outdoor Theatre)、休士頓動
物園(Houston Zoo)、高爾夫球場、野餐

區、噴水池、小火車、腳踏船
和親水設施等遊憩設備，寬敞
的綠地空間和發展完善的建設
，設有景觀步道，吸引許多市
民到此健走、跑步、騎腳踏車
，綠意盎然的環境，也是休士
頓拍攝婚紗景點勝地，許多人
到此地來取景，假日時候熱鬧
不已。

除了公園內設施齊全，綠
意盎然，公園周圍環境也非常
蓬勃，公園鄰近休士頓藝文教
育區域，附近有德州醫學中心
、萊斯大學及休士頓自然科學
博物館、休士頓美術館、兒童
博物館和健康博物館等眾多館
區，是休士頓核心地帶，因此，許多遊客
除了赫曼公園到此一遊，也適合規劃博物
館區行程，適合全家大小來趟藝文之旅，

對休士頓人來說，可是一大享受。趁著平
常空閒時間或假日，不妨來此地走走，釋
放壓力，輕鬆一下。

（記者黃相慈／休
士頓報導）最近開車出
入 59號及 610環狀公
路附近是否覺得有點寸
步難行？駕駛們可能需
要有點心理準備了，休
士頓Galleria 商業圈附
近區域最近開始進行道
路工程施工，恐將成為
市民們最頭痛的事。

第一階段的道路建
設工程已經開工，德州

交通處(Texas Depart-
ment of transporta-
tion, TxDOT)目前已開
始做道路測量，道路工
程預定在明年1月開工
，避開今年底的節慶購
物季。

該工程將會將原先
只有一道車道的匝道改
為雙車道，並在610西
向環狀公路新增路肩，
疏通交流道車流量。

在 59號南向公路
向610西向環北公路的
匝道則維持不變，不實
施擴建工程；德州交通
處發言人Danny Perez
表示，由於工程上有限
制，匝道將不會更動。

該道路建設工程將
預計持續六年，Dan-
ny Perez表示，將會清
楚說明所有施工路段，
幫助市民疏通道路。

GalleriaGalleria道路施工道路施工 工期工期66年將成為市民夢魘年將成為市民夢魘

【本報訊】為掌握新聞脈動和社區時事，豐富美南日報內容資訊，本報歡迎各社團、僑胞和讀者供稿，隨時來信發布新
聞稿、專欄徵文，字數不限，如有配圖請註明圖說，投稿請發送到scdailynewsroom@gmail.com編輯部。

美南日報歡迎各社團及僑胞踴躍投稿

GalleriaGalleria附近的附近的5959號及號及610610環狀公路進行道路施工環狀公路進行道路施工，，預計工期長達六年預計工期長達六年。。 ((取自取自ABCABC1313))

德州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先驅者德州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先驅者Sam HoustonSam Houston紀念雕像紀念雕像
。。 ((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吸引許多市民攜家帶眷放鬆心情吸引許多市民攜家帶眷放鬆心情。。((記者黃相慈／記者黃相慈／
攝影攝影))

赫曼公園傍晚景色也相當優美赫曼公園傍晚景色也相當優美。。((記者黃相慈／攝影記者黃相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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