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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美國人的

房子都增值了，不僅如此，
溺水屋的數量也大大減少。

據 24/7 Wall Street，
CoreLogic周四公布報告顯
示，與2016年第三季度相比
，今年第三季度美國房產增

值8,710億美元，上漲11.8％
，是過去三年多以來最大的
。屋主權益占不動產總值的
比例由58.3%升至58.6%。

同時，溺水屋（房貸值
超過了房產價值）屋主數量
下降22％，為360萬戶家庭
。主要原因是房價上漲導致

房屋淨值增加。

房產增值最高的
州
夏威夷州
增值：$ 44827
華盛頓州

增值：$ 40,142
加州
增值：$ 37,061
馬薩諸塞州
增值：$ 25,329
猶他州
增值：$ 24,830
內華達州
增值：$ 23,046

俄勒岡州
增值：$ 22,144

每個州的房屋價值都
在增長，路易斯安那州的增
幅最小，僅為458美元。

CoreLogic公布了美國
10個大都市地區房屋負資
產比例，它們是怎樣的呢？

房產負資產比例
邁阿密
負資產比例：13.4％
拉斯維加斯
負資產比例：10.3％
芝加哥

負資產比例：9.9％
華盛頓特區
負資產比例：6.6％
紐約市
負資產比例：5.2％
波士頓
負資產比例：3.7％
洛杉磯
負資產比例：2％
休斯敦
負資產比例：1.4％
丹佛
負資產比例：1.3％
舊金山
負資產
比 例：
0.6％

溺 水
屋 比
例 最
高 的
州

內華達州
溺水屋比例：8.95％
伊利諾斯州
溺水屋比例：8.7％
康涅狄格州
溺水屋比例：8.25％
馬裏蘭州
溺水屋比例：7.72％
新澤西州
溺水屋比例：7.62％
羅得島州
溺水屋比例：7.53％
(取材僑報網)

好
消
息

好
消
息
！！

美國人的房子都增值了美國人的房子都增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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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泡沫重現？
成也樓市，敗也樓市。房地

產行業占美國GDP的 18%左右，對美國經濟至
關重要。樓市不但是重要的抵押品，影響企業信
貸，同時作為家戶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屋的
價格直接影響著家戶的抵押借貸能力，影響著
家戶的消費意願，從而直接影響美國經濟增長
並進一步影響未來就業，收入，以及消費。儘管
美國加息周期已經在路上，縮表也近在眼前，但
市場仍然對美國經濟的前景存在很大分歧，對
其貨幣政策的走勢也有很大分歧，其中一個重
要著眼點是對樓市的前景看不透。2016年初我
們曾經對美國樓市有詳細的分析，當時認為美
國樓市還有很大空間，現在看來，我們的判斷非
常準確。那麼，站在當下時點上，在樓市已經接
近危機前高點的情况下，美國樓市是春紅褪去，
還是春去夏來呢？

樓價重回危機高點
2012年是美國房地產市場復蘇的拐點，隨

後迎來了連續6年的繁榮。OFHEO（聯邦住房監

督辦公室）指數和Corelogic房價指數變動幅度
雖略有不同，但均表明美國地產價格自2012年
低點已持續回升超過37%（圖1），已經接近或超
過歷史最高位置。全美各區域跟隨本輪房價的
復蘇，波動雖有差異，整體的趨勢卻非常相近
（圖2）。其中，西部地區波動幅度較大，次債危機
時降幅最大，迅速回暖後穩步上升。東北部震蕩
最為劇烈，但回升勢頭也最為明顯。中西部和南
部相對美國整體來說波動較小，2012年後的上
漲趨勢最為明顯，但近期稍有疲弱。美國樓價重
新回到了歷史高位，市場也開始擔心美國房地
產發展是否又開始催生了泡沫。

房貸風險無虞
去年一季度我們就判斷，美國房地產行業

整體風險較低，如今我們仍然維持同樣的判斷。
雖然經過6年的持續增長，房價已觸及金融危
機前水平，OFHEO房價指數甚至已超過危機前
最高點9%以上。人們開始擔心房價上漲的背後
是否隱藏著泡沫。然而杠杆率、購買力、金融信
貸條件以及違約率四個方面的指標都顯示美國

房地產市場短時間重演信貸危機的
可能性很低。

首先，與上輪次債危機不同，本
輪樓市總值上漲依靠資產淨值增加
，而非杠杆驅動。不同于2000年至
2006年的房屋貸款和資產淨值同
時快速增長，2011年末，美樓市資產
總值進入增長通道，資產淨值從
2011年開始大幅上升，而房貸餘額
自2007年開始下滑後穩定于相對
淨值較低的位置（圖3）。因此本輪
樓市總值增長主要是由房屋淨值上
升驅動。房貸占大頭的居民杠杆率
下降至2000年以來的最低位（圖4）
，正說明美樓市杠杆率下降，地產泡
沫風險較低。

其次，家庭購買力超平均房價

[1]，顯示美國樓市信貸泡沫特徵較弱。當房地產
投機屬性遠超居住屬性時，一個重要的特徵就
是 房 屋 價 格 往 往 超 過 人 們 的 支 付 水 平。
2004-2007次債危機前後就是地產信貸泡沫膨
脹的典型，當時房屋出售中間價格就遠高于可
支付中間價。人們借助杠杆而非固定收入來為
購買房產融資，這使房屋價格高于實際支付能
力。然而隨著房價的回落，自2009年以來，人們
中間收入增長開始趕超房價增長（圖5）。

房屋的可支付中間價格開始高于房屋出售
中間價格，顯示了房產市場價格上漲中泡沫風
險較低。同時也反映了次債危機之後銀行對房
地產行業惜貸，人們購房意願
較低。不過隨著房價上升，房屋
可支付中間價格與房屋出售價
格出現了小幅收窄的跡象。按
照歷史經驗，這兩者價格應當
相對接近，整體來看房價未來
仍然有上升的支撐。2017年以
來，隨著全球近經濟的復蘇，銀
行系統的借貸限制逐漸放寬，
美國成屋銷售率也在7月迎來
首度上升，人們購房信心持續
上漲，預計房屋的購買力與房
價水平會在未來基本相當，這
也預示著美國樓市價格仍然具
有上漲的空間。

[1]使用census家戶中間收
入數據以及30年期房貸利率按
照28%收入支付房貸計算中間
可支付房屋價格——”Housing
Finance at a Glance: A Month-
ly Chartbook”, Urban Insitute,
March 2016.

最後，金融監管把關，嚴格
的貸款信用條件也限制了美國
樓市信貸風險的累積。次債危
機之後，美國政府強化了金融

監管，頒布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新成立了金
融穩定監管委員會，以及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並
且頒布了更趨嚴格的宏觀審慎法令法規。這些
政策進一步降低了美國房地產體系的系統風險
。2009以後年銀行房貸信用條件要求變得更為
審慎嚴格，即使2016年開始由于市場向好，銀行
放寬信貸有求，房貸要求仍然高于信貸危機前
水平，比如2017年平均批准房貸的信用分數為
720，依然高于次債前的716分（圖6），並且2017
年7月份批准房貸的平均信用分數還環比略有
上調。嚴格的貸款信用條件有利于降低美房貸
市場的系統風險。



AA33房地產現況3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17年12月11日 Monday, December 11, 2017
I/房地產專日/171128B簡 2-4 房地產現況

因此並不意外，當下
我們觀察到房市違約率遠

低于危機前水平。由于失業率下降，工資上升，
房價回暖，以及房貸市場的嚴格監管，房地產市
場止贖違約現象大幅下降，喪失住房贖回權數
量已低于次債危機前水平（圖7），而新增房貸斷
供比例在不同等級貸款層級中雖有波動但整體
下降至歷史較低水平。低違約率有助于銀行恢
復信心，放寬貸款要求，從而推動需求拉高房價
，進一步降低違約率，引導美國房地產市場進入
“價格漲—信用漲—價格漲”的正反饋通道中。

釋放新需求
需求厚積薄發

去年首季，我們認為美國樓市正在累積巨
大的需求，今年更多的證據顯示美國房地產市
場需求已經開始逐漸釋放。

首先，美國勞動力市場穩定向好發展，提振
購房需求。自2010年以來，美國勞動力市場失業
率持續下降，2017年9月為4.2%，已降至次債危
機前的最低水平。失業率穩定下降的同時，勞動
參與率出現了上升的趨勢。自2015年9月現低

點 62.4%之後，勞動參與
率一直保持穩中向好的勢
頭，近期穩定在63%左右
（圖 9）。失業率和勞動參
與率的指標共同向好發展
，顯示出美國勞動力市場
還處于強勁上升通道中。
隨著就業市場改善，工資
水平也逐步上升。2015年
起，美國的名義時薪的同
比增速出現明顯的上升趨
勢，由原來2%左右的增速
水平，上漲至2017年年初
的2.8%（圖10）。雖然近幾
個月增速有所回落，但仍
然保持在 2.5%左右（9 月
部 分 因 為 颶 風 原 因 為
2.9%）。工資的環比增速也
已經連續 31 個月保持正
增長。名義工資的上漲推
升了居民（特別是房屋初
次購買者）的購買力，為房

地產市場需
求端注入新
動能。

其 次，
近期美國房
貸利率仍保
持 低 位，但
美聯儲的加
息已經在路
上，預 期 利
率環境反轉
情緒越發濃厚，將加速需求潛能的
釋放。從2000年起房貸利率水平
持續走低，2013年降至歷史性低點
之後一直維持在低位（圖11）。較低
的房貸利率對有購房需求的居民
而言充滿了誘惑——隨著工資水

平的上行和整體經濟環境的改善，加上美聯儲
上調利率的預期開始變得越發濃厚，人們更想
把握住處在歷史性低位水平的利率機會購房。
需求的釋放在房屋的空置率數據中也得到了體
現。

次債危機之後隨著經濟轉暖，此前和父母
居住在一起的年輕人
開始搬出來獨立居住，
成為了地產市場需求
端的重要力量。但是最
開始，受制于嚴格的信
用記錄要求，他們當中
的很大一部分人轉向
了 出 租 房 市 場。從
2009 年下半年開始，
出租空置率明顯下降，
從10%以上水平，降至
2016年的7%以下水平
，2017 年以來維持在
7%左右。不同于出租
房空置率短期內略有
上升的趨勢，住房空置
率卻持續下降，2017年

第二季度降至1.5%，追平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
平。這主要是由于經濟轉好，一部分租房的人開
始轉向購房市場，帶動房屋空置率持續減小。租
售價格比的先升後降，也反映了住房市場較租
房市場熱度上升（圖12）。事實上，房貸獲准的信
用條件自2013年起已有所下降（圖11），從房屋
空置率下降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市場上的需
求潛能正處于逐步被刺激和釋放的進程中。

“千禧一代”成為帶動美國自有住房率上升
的中堅力量。美國的自有住房率自2007起出現
大幅下滑，2016年中降至歷史最低點62.9%之後
開始出現反彈，2017年第二季度已回升至63.7%
的水平（圖13）。次債危機之後自有住房率遲遲
不升，主要是受到“千禧一代”的影響。年齡分布
在 17-34 歲之間的千禧一代，人口總數達到
7450萬，其中20-34歲的千禧一族占到美國人
口總數的20.8%（圖14）。他們接替嬰兒潮一代，
成為市場的主要力量。千禧一代逐步進入買房
市場，起初受制于經濟危機後相對嚴格的信貸
條件、學貸負擔、低收入等因素，他們的購房速
度趕不上家戶形成的速度，導致千禧一族的自
有住房率逐年降低。

十年新高，但春天遠未結束美國房價美國房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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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新高，但春天遠未結束美國房價美國房價：：
３-4 但隨著工資的提高，經濟

環境的改善，他們的購房
需求開始體現為行動上，千禧一代購房占總購
房的比例逐年提高，2013年為28%，2014年為
31%，2015年為32%，2016年為35%（圖15）。美國
銀行 2017 年 4 月份的一份調查報告《Bank of
America Homebuyer Insights Report》顯示，千
禧一代有86%都認為擁有房產實際上比租賃房
產更划算，這意味著很多年輕人對于擁有房產
興趣極高。未來隨著千禧一代的工資水平上升，
他們將有更多能力去實現購房意願，並引領美
國自有住房率回升。

海外買家熱情依舊
海外買家撐起一片天，投資總額持續增長。近幾
年海外買家在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購房總額已經
占到了銷售總額的8%左右，並且在2017年3月
底之前的12個月比上年同期上漲了49%，達到
了1530億美元（圖16）。儘管有很多政策方面的
限制對海外買家購房有所阻礙，但海外買家的
投資熱情依舊，支撐著房產投資總額的數據持
續向上。美國之外的華人買家在美購房金額近
幾年已遠超來自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和英國的
買家，穩居“第一大海外買家”的寶座（圖17）。

海外買家一般瞄準市場上的高端住房，
根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2017年的
《美國住宅房產海外買家報告》，外國買
家在美國購買房產的均價為53.7萬美
元，遠超美國27.8萬美元的平均水準。
並且海外買家對購買地具有針對性（比
如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因此對特
定購買地的高端市場起到了支撐作用。
隨著美國經濟好轉，進入加息周期，海
外買家的熱情還將持續，對美國房產的
需求或將進一步增加。這也將支撐美國
樓市的價格進一步增長。

供給不足

建築業勞動力缺口問題仍然存在
建築業時薪與就業繼續維持好轉局面。2012年
以來，建築行業的強需求、弱供給，造成了勞動
力市場的不均衡，工人工資增速出現上
升趨勢，自2012年最低點的0.16%，逐步
上升至2016年9月的3.51%，短期增速雖
有所回落，但不改上行趨勢（圖18）。建
築行業當月新增就業人數在次債危機
之後也穩步回升，已經連續11個月保持
新增就業人數正增長（圖19）。中長期來
看，建築行業就業人數將逐步提升至使
勞動力市場達到新的均衡狀態。

但建築業仍有近70萬就業缺口，技
術崗位缺口最大。最近幾年，建築業就
業有了明顯的增長。但是建築業從業人
數仍低于危機前水平，與危機前比仍有
近70萬人的缺口（圖20）。由于建築行業
中老員工回崗率較低且新員工培訓需
要時間，在上一輪危機中丟失的工作崗
位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補充，因此從
2016年開始美國的PMI調查中都出現較
多次，建築業雇主無法雇傭到合格員工
的困擾。無論是從業工人的缺口，還是
技術工人的短缺，一定程度上都降低了
房屋的供給。

中低房型開工許可被人為壓低
中低端新屋供給仍受到
限制。社區為了維持自身
的房價，不希望在社區裏
新建低端房屋，因此對新
開工住房的許可往往偏
向中高端房型，導致社區
對中低端房型的許可數
量始終處于偏低的狀態。
千禧一代的消費能力决
定了他們的需求很大部
分屬中低端住屋，但是美
國社區的偏好，限制了需
求較高的中低端房屋的
供給，使得低端房屋的供
需差短期內無法得到彌
合。由于開工許可限制，
已獲批的新建私人住宅
數仍低于危機前水平（圖
21）。

同時，新屋供給不足
也體現在了一些其他的
方面。比如，新屋銷售量
同比要快于成屋銷售的
趨勢在短期內成為了美
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特
徵(圖22)。次債危機期間
私人房屋交易中新屋成
屋銷售比例從 18%下降
到了8%（圖23），這也說

明新屋供給仍然相對落後。2017年開始雖然新
屋成屋銷售比例現已上升到了11%左右，但是仍
遠低于危機前17%左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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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屋庫存處于低位
成屋過剩庫存得到

消耗。庫存月數的下降說明庫存過剩緩衝區已
經消失（圖24）。自有住房率的上升，說明千禧一
代地產需求已經開始釋放，低庫存顯示新房的
供給速度無法跟上需求的節奏，這對短期美國
樓市的價格增長也起到了支撐作用。

美國樓市仍有投資空間
供給限制和需求擴大並存，美房價仍有增

長空間。從供給上看，建築業勞動力補齊需要時
間，許可證頒發速度仍然受限。而美國的購房需
求潛能正隨著經濟好轉而逐漸釋放。兩者相結
合，意味著房價仍有上漲空間。美國房價增長率
在過去幾年裏一直維持在5%左右（圖25）。

主要風險點
復蘇的結構性問題

本土需求推高中低端地產價格，住房支付
能力有結構性憂慮。第一類是50歲以上的人群
，另一類是20-34歲的千禧一代。50歲以上的人

群需求多來自于新建家戶而非更新房產，並且
由于年紀等人口特徵，其需求偏向于中低房型。
而20-34歲的千禧一代，大多屬初次購房，購買
力相對有限，因此即便需求爆發未來亦偏向于
中低房型。因此總體來看美國本土的需求更集
中于中低端房產，然而許多社區不願意批准低
端房屋建設以防降低總體房屋售價。所以中低
端房產價格上漲或更快。另外，2015年售價為20
萬美元左右的房屋平均貸款額占房價比為90%
左右，達到2000年以來的最高值，而高端房屋
平均貸款占房價比以降至75%左右，低于2005
年80%左右的水平。

這一狀况至2016年底仍然存在。這表明中
低端房地產市場存在較大杠杆。由于寬鬆的貸
款利率以及中低端房產市場的供給不匹配，住
房支付能力可能成為一個風險點。這些問題的
根本還是中低端市場的房屋供給不足以及對應
建築勞動力的短缺。目前許多建築商反應已逐
漸轉向中低端市場，隨著房屋建築的逐步完工，
這一問題或將看到好轉，中低端房價也可能得
到緩解。

少數城市似有過熱苗頭
海外需求則是高端房產價格的驅動力。海

外買家占美國購房需求的10%，其中華人購買
者需求最大。海外買家則有不同于本土購房者
的購房特色。首先，他們更傾向于購入熱門地段
的房屋，比如紐約，洛杉磯，芝加哥，邁阿密，芝
加哥等。第二，他們主要購買高端房型，高端小
區與學區房更是華人買家的關注重點。第三，國
際買家支付能力更高，純現金購房方式占多數，
其中美國之外的華人購房者現金支付占比可能
高達65%。美國房產的華人買家占國際買家比
例由2015年的16%降至14%，不過四大主要海
外買家占比均下降1~2百分點。

2017年，美國之外的華人投資者購入的房
屋約37%在加州，4%在紐約州。2016年NAR（全
美地產經紀商協會）調查顯示，加州，紐約，華盛
頓，德克薩斯州與新澤西5個地區成為61%的華
人地產投資者的美國首選地。除了資本回報以
外，華人投資者選擇美國加州還有幾個強烈動
機：1、美國私有產權保護較健全；2、加州人口中
30%為華人，文化氛圍相近；3、加州有全美最好

的公立大學；4、
50 萬-100 萬美
元的投資有利
于投資者獲得
EB-5簽證。

少數城市
的樓市有過熱
苗頭。以曾經被
Bloomberg 商
業周刊評選為
最適合撫養子
女的加州的阿
卡迪亞城為例，
阿卡迪亞超過
44%的人口是
華人，同時社區
地理位置優越
成為華人投資
者理想的選擇。
蜂擁而來的華
人投資者推動
了該城市地產
價格快速上漲
（圖 26），2015
年其價格幾乎
是 2012 年之前
的兩倍。儘管
2016 年有較大
回落，2017年 4
月 又 回 到 了
2015 年的價格
水平。紐約的高
檔房地產價格
也出現下滑，比

如位于曼哈頓西53街的百家樂公寓頂層豪華
公寓售價已經比三年前下降29%，而定價超高
的紐約商用房地產的銷售額在這兩年下降了
50%。

實際上，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買家曾催生
加州房產泡沫。1980年代中期，日本超過英國、
荷蘭、中東和加拿大成為美國地產最大的買家。
加州的洛杉磯、聖地亞哥、舊金山也成為日本幾
個主要的美國地產投資城市。由于當時日元購
買力提高，日元信貸异常寬鬆，導致大量日本資
本流入加州，加州的房地產價格以遠高于全國
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但是在90年代初，日本
央行收緊銀根導致信貸水平急劇下降，海外資
金回流，使得加州房產的泡沫最終破滅（圖27）。

地產業金融改革具有不確定性
奧巴馬與特朗普政府都提出要對美國最大

住房抵押貸款提供者房地美與房利美兩巨頭進
行改革，但是路徑與目標仍然具有不確定性，有
可能會引起市場的擾動。2008年9月，由于次債
危機而損失慘重的房地美與房利美被美國聯邦
接管，並獲得約為200億美元的借款。作為未來
托管以及資金支持的交換，這兩家政府贊助企
業將向美國財政部發行以10%為息的10億美元
的優先股，同時，每一個公司都以每股0.00001
美元的行權價發行代表79.9%股份的普通股認
股權證，有效期為20年。

2012年至今，房地美與房利美已用盈利償
還了187億美金的借款以及50億美金的利息。
但這部分還款幾乎清掃了大部分盈利，私人股
東沒有得到應有的投資回報。同時兩家公司的
資金儲備也非常少。目前大約70%的抵押貸款
來自聯邦政府的支持，抵押證券的最大買家也
是聯邦儲備銀行。據美國聯邦住房金融局（FH-
FA）壓力測試結果顯示，如果美國金融嚴重滑
坡，這兩家公司需1260億美元的注資才能渡過
危機。

奧巴馬時代寄希望建立新的公司以取代兩
房，但是隨著兩房盈利狀况改善而遲遲沒有動
作。進入特朗普時代，現任美國財務部長努欽也
曾表示政府有意在2017年下半年進行這項改革
。但是特朗普當政以來，還沒有下達過明確的指
示。不論房地美與房利美是否在近期進行改革，
美國房地產業架構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不過
我們也要看到，至少到目前為止，兩家公司盈利
狀况仍然良好，如果改革過程他們的償付能力
維持良好，並且讓美國公眾對其持有信心，相信
他們改革的衝擊很可能是可以被控制的，或許
還能向美國房地產市場注入新的能量。

總而言之，雖然少數城市房價上升較快，但
美國樓市總體上仍處于比較健康狀態。這有利
于美國經濟穩步復蘇，也為美聯儲繼續逐步加
息創造了條件。美元反彈，美債收益上行不可避
免，時間點近期關注今年底和明年一季度。
（來源: 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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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家普遍對中美教育印象差異：
一提到中國的大學教育，很多人也立即會想到應試教育、“填

鴨式”教育等詞眼，但是提到美國的本科教育，大家則會想到通
識教育，素質教育，激發創造性等。
二、中美本科教育差異：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去到美國的大學深造，我們對美國
本科情況的瞭解也比以前更加深入和具體，相信也有越來越多
的人已經感受到了現在本科教育上中、美兩國的不同。與中國的
大學教育一樣，美國的大學本科教育一般需要四年時間，也要求
學生篩選某一特定的專業。但除此之外，中美大學教育存在著本
質上的差異。現在我們就針對中國與美國的大學本科教育來做
一下對比。
1、中美本科教育方式的差異：

在大學本科階段，
中國屬�應試教育和美國是通識教育。
應試教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字眼，它不僅存在大學之中，基本

上是貫穿了中國教育的每一個階段，每一年都讓國人高度關注
和緊張的高考總會讓人聯想到古代的科舉，從這一點就可以看
出應試基本上是中國教育一直延續的傳統；

而作為美國的傳統教育——通識教育，這是所有美國大學在
最開始的時候就確立和堅持的教育方式，它關注的是如何把一
個人教育成一個能夠獨立思考、具有價值觀念和道德操守、瞭解
文化差異的健康個體，培養學生表達能力和分析問題能力。

通識教育含義：一般來說，學生需要學習藝術、歷史、哲學、人
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內的課程。在接受了足夠廣泛的
學習後，學生根據自身的興趣選擇 一個專業方向，進行進一步的
深入學習。這樣的教育可以使一個工科的學生具有和人溝通的
技巧，也可以是一個商科的學生提高自己在邏輯思維和數理分
析上的能力，也就是說美國的本科教育在幫助學生更好的接觸

和融入社會。這一點上我們中國的大
學趨勢應該借鑒。
2、中美本科教育申請與畢業的差異：

在考取大學的時候中國和美國的
採取的方式就有很大不同，很多人都
形容中國的大學是嚴進寬出，而美國
是寬進嚴出。

中國本科教育的嚴進寬出，不僅表
現在考試的難度上，還表現在中國的
大學生在入學前，就必須確定了某一
專業。並且，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學期，
就開始學習專業課程。並且，中國的
大學課程中，專業課程（包括核心課
程和相關 課程）至少占到總課程數的
60%以上。

而美國的大學生在進入大學時並
無專業之分，而是按照一定的要求學
習一些公共科目。例如：文學、藝術、
歷史、哲學、人文、社會、數學、科學等
幾大領域。只有到了大學三年級，學
生才有機會選擇自己所感興趣的專
業，在確定了專業後，學生開始學習
專業課程。但專業課程 的比例一般不
超過所有課程的1/3。因此，可以想像
，美國的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在
知識寬度、平衡性方面有著顯著的優勢。他們培養的其實是具有
一定素質和文化修養的公民，這也是美國本科的教育也常被大
家理解為一般教育的原因。
3、中美本科教育在課上與生活中的差異：

從細節上來說，中
美本科教育的差異會
表現的更明顯，比如：

課堂上中國大學以
老師教授為主，學生
要記得範圍
，重 點 因 為
關係到考試
內 容；而 美
國大學以學
生 為 主，大
家通過討論
，研究，辯論
的方式探求
真 理，老 師
則起到了引
導和指導的
作用。

生活上美
國的大學校
園生活可以
說是豐富多
彩 的，各 種
社團，組織，
各種學術非

學術的活動，相對來說也比中國的大學要更生動。
最近，在美國見到了不少老朋友，都是這兩年陸續搬過來的

，目的是為了孩子上學。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這樣做的成本很高。
一方面是家庭支出劇增，另一方面是夫妻處於事實上的兩地分
居狀態。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值得，原因是孩子比以前健康開心
了。

為什麼同樣一個孩子，在中國和美國上學的結果是如此不
同甚至截然相反呢？我試圖從美國人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教育。
(未完)

中美教育差異中美教育差異((上上))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71211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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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者角度來看，美國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把學生培養成為
合格的或優秀的社會公民，是一種公民教育。所有的公立學校的
目標都是為了提高本州人民的文明素質，而私立學校的目標是
培養未來的領袖，當然更加重視對學生的公民教育。

首先是非常強調溝
通。老師經常鼓勵學生把
自己的想法真實準確公
開地表達出來，而不是憋
在心裡不說。因此，大多
數美國學生比較直接和
陽光。另外，學校會通過
各種聚會、活動和組織提
供平臺，創造學生和其他
人溝通交流的機會。老師
也會通過各種途徑訓練
學生如何準確地表達自
己，同時，如何正確地理
解他人。

其次是允許學生犯
錯。美國人認為，任何人
都會犯錯，即使是聖人也
會如此。在美國人看來，
重要的不是不犯錯，而是
對待錯誤的態度，要勇敢
地承認錯誤，對錯誤造成
的後果承擔責任，對因為
自己的錯誤而受到傷害
的人真誠地道歉—道歉
是美國文化中非常重要

的方面。做到了這些，一個人即使犯了再大的錯誤，自己也會坦
然面對，至少不會心裡不安—當然，還是要盡可能避免犯錯誤。
面對人們犯錯之後的精神壓力，美國社會提供了兩項重要機制

予以幫助：一項是宗
教懺悔，另一項機制
是心理治療。

第三，盡最大
可能發現每一個學
生的特點和優勢，為
他（她）提供針對性
的教育，不斷提升他
（她）的自信心。

一個朋友的孩
子從小不但學習成
績不好，幾乎就沒有
讓人覺得好的地方。
因為體型太胖，他的
脾氣也變得極為暴
躁，和所有人都無法
相處。特別是剛到美
國的時候，因為語言
不通，情況更加嚴重
。就在家長和孩子都
快要絕望的時候，有
一天，學校的音樂老
師找到孩子，對他說
，我感覺你的音域可
能很寬，你來跟我學
歌劇怎麼樣？慢慢地

，孩子喜歡上了歌劇，因為他發現，在唱歌的時候他可以用他自
己的方式感受世界。特別是當夜幕降臨他站在舞臺中心引吭高
歌時，他可以把他所有的情緒都淋漓盡致地發洩出來。更重要的
是，唱歌劇的過程讓他找到了自信。他想，歌劇我都能唱好，其他
的事情為什麼就做不好呢？結果先是英語很快變好，接著其他文
化課的成績也隨之上升了。當他有一天對爸爸說自己的理想是
去紐約的茱莉亞音樂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上大學時，我的
朋友簡直驚呆了，那是全世界最頂尖的專業音樂院校啊！他從來
沒有奢望過自己的孩子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

其實，像這樣一個在國內學校看起來一無是處到了國外卻
仿佛變了一個人的孩子大有人在。實際上，這就是教育的價值和
魅力所在：它使絕望的人變得擁有希望，使人的生活變得更加美
好。

從受教育者的角度來看，許多美國人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發現自我，使自己最終成為應該成為的那
個人。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他（她）們非常重視自我的感受，自
己和自己比較，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了更多的進步。老師也鼓勵
學生這樣做。

一個朋友的女兒在學校裡做的幾乎每一件事，都會受到表
揚，以至於孩子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經常困惑地問爸爸：“我真
的有那麼棒嗎？”—在國內，她從來沒有受到過老師的表揚，因為
學習成績不好。但美國人的確是這樣認為的，只要你做的比上一
次好，就是“GoodJob！”（好樣的）他們並不虛偽。在美國學校，特
別是在幼兒園和小學，學校從來不會讓學生和家長有任何機會
去做相互間的比較，每一個孩子都是在個人意義上最棒的一個。
這是美國學生甚至美國人普遍具有強烈的自信心的重要原因。

美國是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人口又不多，因此在教
育問題上就比較從容。相比之下，中國的資源，特別是各類優質
資源有限，再加上人口數量實在過於龐大，必然在教育問題上比
較緊張，更加強調競爭性。因此，許多看起來在美國實行效果良
好的教育制度，中國卻根本實現不了。問題的關鍵在於供給和需
求之間的差額太大，我們投入不起。

從這個角度看，僅僅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是遠遠不夠的，我
們需要讓我們的教育變得更加多樣化，更富有彈性和適應性，能
夠盡可能地滿足各類不同人群對於教育的需求—而不是只有成
功者—這樣也許我們就可以不用再漂洋過海，把孩子送到異國
他鄉接受教育了。

中美教育差異中美教育差異((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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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生活應該
注意的8大細節

這幾年，我國每年都會有很多學生
遠渡重洋去美國求學，學生如何能儘
快適應、融入國外生活，讓美國留學生
活更加快樂呢?留學 360 介紹，有八個
值得注意的細節，大家一定要記在心
裡啊！

1、講話要保持一定距離，和美國
人講話的時候要保持彼此的身體間的
距離，半米的距離比較合適。當你和美
國人聊天時，他如果一直向前進，可能
你離他的距離有些遠;如果他一直向後
退，你和他的距離可能靠得太近了，因

此要保持適當的距離。
2、打招呼切勿大嗓門中國人遇

見熟人的時候大聲地打招呼來表示自
己的熱情，而美國的公眾場合相對來
說比較安靜，人們說話很輕，除非緊急
情況發生，一般不會開口大喊。見到熟
人也是走近了才打招呼。

3、對話時要保持目光接觸和美
國人對話的時候，要保持眼光接觸。游
離的目光或目視其他地方都會給美國
人留下不可信任和傲慢的印象。因此，
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保持微笑、眼光

的接觸很重要。如果對面一個陌生人
走來向你微笑，你也向他微笑，他會向
你說“你好”，這只是一種禮貌，並不表
示他會停下來和你交談。

4、不能隨便和他們開玩笑一些
中國學生有時會說一兩句善意的謊言
或者開個玩笑，大家認為這些都是正
常的。然而在美國，你和他說謊或者開
玩笑說他不誠實，這些言語都會使美
國人不悅，因為美國是一個很講信譽
的民族，他們經濟和社會地位都是建
立在個人的信譽基礎上的，不能忍受

別人沒有信譽。
5、同性別的行為不能過於親密

在美國，同性不能一起跳舞，這是公認
的社交禮儀之一。同樣在街上走路，同
性之間的勾肩搭背，也會被認為是同
性戀，因此同性朋友之間要保持適度
的身體接觸。

6、不要隨便撫摸小孩中國人看
到喜愛的小朋友喜歡用手摸摸臉蛋或
拉拉小手，表示對孩子的喜愛，但美國
人認為這是非常不禮貌的。即使是他
們家的狗狗也不喜歡別人隨便摸摸或

隨便給喂吃的東西，這些都會引
起美國人的不滿。

7、拜訪之“禮”拜訪美國人
時，進了門一定要脫掉帽子和外
套，摘下戴著的墨鏡;進門應先問
候女主人，再問候男主人。賓客較
多時，可以只與主人和熟人握手，
對其他人只需點頭示意即可;做
客時不可隨意翻動主人的東西、
撫弄擺設，也不能打聽擺設的價
格。

8、女性需要注意的細節美
國人對出入公共場合時化濃妝，
或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化妝、補妝
的女性有一定的想法，他們會認

為這樣的女性缺乏教養，身份也值得
懷疑。而且在美國女性最好不要穿黑
色系列的衣服，因為美國人認為黑色
是肅穆的象徵，是喪葬用的色彩，所以
忌諱黑色。

中國學生習慣不拘小節，認為很
多事情在國內很正常，但在國外這些
細節則是被相當看重的。中國學生在
美國留學，事無巨細，從日常生活的衣
、食、住、行的差異到文化層面的差異
都不容忽視，應該提前瞭解，否則會被
人認為很無知。

美國留學手機使用美國留學手機使用
三大注意事項解析三大注意事項解析

1)美國留學生活使用手機的頻
段

由於世界各國的通信制
式、頻段不同，所以去不同的國
家，需要的手機也不同。咱們先
瞭解一下有關制式和頻道的一
些常識，目前全球採用的移動
通信制式大致有 GSM 和 CD-
MA 制式，而根據頻段的不同，
GSM 分 為 850mHz、900mHz、
1800mHz、1900mHz。我們國內
目 前 採 用 的 是 GSM 900/
1800mHz，CDMA 採用的是機
卡分離的 CDMA 800mHz。美
國採用的是850、1900mHz頻段
的GSM的網絡，因此我們在去
美國的時候需要更換三頻手機
，目前三頻手機在國內市場上
已經有了相當的份額，主要集
中在MOTO、諾基亞、索尼愛立
信這三大品牌中，所謂三頻手

機就是手機支持
900、 1800、
1900mHz三個頻
段，因此可以實
現在1900mHz頻
段 GSM 網 絡 中
使用。
2)美國留學生活
使用手機的資費

據介紹，在
不同網絡提供商
所提供的資費、
方案和手機的選
擇上確實存在一

些差異。然而，這種差異並不大
。總體來說，AT&T和Verizon的
資費方案是相近的。與 AT&T
和Verizon相比，T-Mobile通常
會對其資費方案和手機提供一
些折扣，因為其信號覆蓋差。
Sprint/Nextel 則更加注重商務
用戶。
3)美國留學生活使用手機的運
營商

美國的手機運營商主要
有四家：AT&T，Verizon，Sprint
和 T-Mobile。以前在 Atlanta 還
有南方貝爾和Cingluar，但是目
前這兩家都被 AT&T 收購了。
Atlanta的許多人還習慣性的叫
Cingular，AT&T 有個廣告還專
門在結尾加上一句“Cingular‘s
name is now AT&T”。學校碰到
的 人 多 是 用 的 AT&T 和

T-Mobile。
關於網絡覆蓋範圍。網絡

提供商們通常都會在其公司網
站上公佈其網絡覆蓋圖，例如
AT&T’s coverage、Verizon‘s
coverage、Sprint Nextel’s cover-
age 和 T-Mobile‘scoverage。通
過在這些網站中輸入郵政編碼
，用戶可以找到任何特定地方
的各公司信號覆蓋範圍。一般
地說，Verizon 和 AT&T 信號覆
蓋更廣更密。但它的 plan 會相
對貴一些，而且Verizon好像用
的是 CDMA 制式的通訊網絡，
它的手機都沒有 SIM 卡。也就
是說，如果選擇了Verizon的服
務，就必須使用Verizon銷售的
手機。Verizon 的所有手機都使
用它自己編寫的操作界面，和
國內不同品牌手機有著不同樣
式的菜單不同，Verizon 的所有
手機都使用同一種菜單並和它
提供的服務緊密結合。所以，除
了智能手機，Verizon 銷售的所
有手機的功能都差不太多。然
後說說 T-mobile，T-mobile 自
己號稱它是掉線最少的網絡，
用的人也很多。T-mobile 用的
是 GSM 網絡，所以國內的 3 頻
以上的手機可以拿來。T-mo-
bile賣的手機會相對貴一些，但
它提供的款式確實是最多的，
看個人喜好了。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1212A 簡



AA99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7年12月11日 Monday, December 11, 2017

那些令人費解的美國俚語
去美國生活，即使你自認為自己

英語說的不錯，也常常會遇到聽不懂
的情況，那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俗語。對
於初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來說，美國人
的口頭習慣用語是夠留學生們理解一
段時間了。

1、Nerd和 Jock是美國學生常用
的兩個俗語。Nerd的意思和漢語中的

“書呆子”類似。這類人聰明勤奮，但卻
過於保守嚴肅，在校園裡頗讓人瞧不
起。Jock則恰恰相反。他們魁梧帥氣，
很 受 女 孩 子 們 的 歡 迎，尤 其 擅 長
American football和basketball等各種體
育運動。當然，校園中也不乏漂亮的

girl jocks。
2、Hick 和 City Slicker 這兩個詞

的意思在各種語言中一定都能找到對
應的詞，它們分別是城裡人和鄉下人
對對方的貶稱。Hick的意思是“鄉巴佬
，土包子，”而 slick字面意思是“圓滑的
，油滑的”，因而city slicker也就是鄉下
人眼中的“城裡老油子，打扮光鮮，老
於世故卻不可信的城裡滑頭”。

3、Egghead這個詞在1952年的美
國總統大選中被首次使用。當時的競
選雙方分別是二戰盟軍總司令艾森豪
威爾和書生氣十足的伊利諾伊州州長
史蒂文森。史蒂文森精心準備的競選

演講文字華麗晦澀，只有和他一樣
的知識分子才會感興趣。因此對手
取 笑 他 說：Sure, all the eggheads
love Stevenson. But how many
eggheads do youthink there are.
Egghead 的意思，就是指書生氣很
足的知識分子。

4、Turkey（火雞），Shrimp（蝦
）和Crab（螃蟹）這三種動物在美國
人眼中會是什麼呢？Turkey是美國
人 在 Thanksgiving Day 和 Christ-
mas Day家家都要吃的食物。但是，
活的火雞樣子難看，行動又笨拙，
所以 turkey 就用來形容那種愚蠢
無用的人。而那種雇用了這些tur-
key，又不能開除他們的政府或商
業 機 構 就 被 稱 作 turkey farm。
Shrimp 常被用於指代那些個子矮
小的人或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請看
下面的句子：You may call Napo-
leon a little shrimp. But for a shrimp
，he certainlymade the rest of Eu-
rope tremble.而 crab因為長相醜陋
兇惡，常被用來指那些性格暴躁、
脾氣很壞的人。

5、Backseat Driver, Wheel-
er-dealer, Free-wheeler, Fifth
Wheel 是四個和汽車有關的常用
習語。backseat driver坐在汽車後排，卻
不停地對前面開車的人指手畫腳，因
此是指那些自己不在崗位上，但是卻
喜歡給在位的人提供人家不需要的意
見的人。wheeler-dealer 精明能幹，是
那種善於運用權利和財勢在政治或商
業活動中為所欲為，獨斷獨行的人。
Free-wheeler 喜歡自由，不受約束，是
指那些不願意遵守自己工作單位的規
章制度，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人。而
fifth wheel的意思則很好猜出。一輛汽
車只有四隻輪子，那麼，fifth wheel 當
然是多餘的、不受歡迎的人了。

6、Couch Potato和Mall Rat是兩
個和美國人生活習慣有關的俗語。
Couch potato 指一有時間就坐在沙發
上看電視的人，一聲不吭，一動不動，
就像一個圓滾滾的土豆。而mall rat當
然不會是購物中心的真老鼠，而是指
沒事兒老喜歡到mall（大商場）裡去逛
的人。

7、Baby Boomer, Yuppie（雅皮士
）, Dink（丁克）, Sandwich Generation
這四個詞反映了美國經濟和社會變化
。二戰結束後的二十年內，美國人口激

增，那個時期出生的人在美國被稱作
baby boomers，因為boom有激增、暴漲
之意。yuppie（雅皮士）（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是指生活在大城市、受過
高等教育、生活富裕的成功職業人士。
Dinks（double income，no kids）是指那
些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但是不要孩
子的夫婦。Sandwich generation則恰恰
相反，他們是既要贍養老人，又要撫養
下一代，像三明治一樣被夾在中間的
經濟負擔較重的一群人。

8、green Thumb和All Thumbs也
是兩個很有意思的俗語。Green thumb
指善於養花種草的人，這些人總是能
把花園收拾得綠色怡人，養出來的花
草光亮健康，羨煞那些費了很多勁兒，
種出來的花草蔬菜卻總是半死不活的
人。所以，green thumb就是那些很會養
花 種 草 的 人。如 果 說 一 個 人 是 all
thumbs會是什麼樣呢？想想看，拇指雖
好，可要是十個指頭都長成短短粗粗
的拇指，幹起活來肯定很難受。因此
all thumbs便是形容一個人笨手笨腳。

9、Penny-pincher 和 Cheapskate
都是指花錢很小心、吝嗇的人。Penny
是一美分，pinch意為“捏”，顧名思義，

penny- pincher 就是那些連一分錢都
要在手裡捏得緊緊的、捨不得花出去
的人。Cheapskate則是萬事以省錢為本
，越省越好，請客最多帶你去 Mac-
Donald。這種人往往不受歡迎，尤其令
他們的女朋友反感。從這個意義上說，
cheapskate比penny-pincher更貶損。

10、Spring Chicken和Lame Duck
是指春天孵出的小雞和瘸腿的鴨子嗎
？當然不是，讀一讀下面這兩句話，猜
猜它們的意思吧。（1）The woman said，
over forty，so I'm not a spring chicken
any more.（2）The governorof our state
ended up as a lame duck when he lost
the election. He still hassix weeks left in
office but there's nothing to do except
to pack up hispapers. 實 際 上，spring
chicken意為“年輕人，缺乏經驗的人”，
lame duck是指“競選連任失敗、即將卸
任的官員”，也用來指“不中用的人”。
任何美國官員——從市長、州長、參議
員到總統——都有可能因無能而被稱
為 lame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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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融入美國留學生活的十三招
1.水土不服要調整

不少學生在出國前對留學生活充滿了憧
憬和嚮往，把海外生活想像得無限美好。在留學
夢想實現後，卻發現夢想和現實差別很大，自己
不能適應國外的生活，產生了“水土不服”的現
象。某女學生為出國留學準備了7年，但等她在
海外入學七天后，便哭鬧著回國了。究其原因，
竟然是到海外後根本無法適應海外的日常飲食
，每天只吃從國內帶的泡面。泡面吃完後，仍不
能接受國外的食品加上身體上的不適，被迫回
國。其實這是很多留學生在初到海外時都會遇
到的問題。一些學生在國內時，可能會對吃西餐
比較羡慕，可真地等到了國外以後，面臨著每天
都要以西餐為主食時又無法適應了。即使是在
國內比較愛吃的麥當勞、肯德基，在吃過一段時
間後也會感覺無味，開始瘋狂想念國內美食和
自己家裡做的家常菜。留學360提醒大家，如果
你住的是寄宿家庭，可以跟寄宿家庭的父母溝
通，說出自己的想法。如果自己剛好會做一些飯
菜，可以跟寄宿家庭一起來做。這樣不僅能吃到
美食，還可以增加與寄宿家庭的感情，快速融入
當地的生活。如果是在學校公寓或在外租房，也
可以嘗試著自己動手做一些飯菜，做飯用的素
材和調料之類的在美國唐人街或一些超市內是
非常容易買到的。如果廚藝夠好的話，還可以請
國外的同學朋友來分享你的手藝，相信這樣還
能幫你交到一些不錯的朋友。
2.學習方式要轉換

中國學生在學習方面的勤奮和刻苦可以
說是得到世界公認的。中國很多學生在習慣了
國內應試教育後，對於美國課堂上自由討論的
方式無所適從。因此，美國的一些媒體對部分中
國留學生做出評價：“上課沉默，下課抱團，很多
學習存在問題”。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課堂上如此
沉默、安靜的表現，甚至讓一些美國大學教授非
常不適應，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教課方式。
留學360提醒廣大留學生，既然選擇了到美國讀
書，就要學會改變在國內已養成的上課習慣，努
力調整自己去適應國外的教育模式。美國課堂
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實踐能力，
所以，在課堂上積極主動地與教授和同學互動，
勇於表達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和見解，對快速適
應美國教育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在學習之餘，
經常參加學校或社會實踐活動，也是有助於擴
大當地朋友圈，快速融入海外環境的一種有效
方式。
3.制定時間管理計劃

與中國教育體系不一樣，美國大學更加強
調自學的能力，一般的美國大學生需要至少付
出課堂時間兩倍的時間進行課外自習。美國大
學要求每個學生每個學期至少修讀12個學分，
也就是每週12個課時，加上課外的自習時間，每
個學生每週至少要付出36個小時在學習上。但
是美國的學習生活並不只是學習，還有課外活
動、社交活動、旅遊、日常瑣事等等，怎樣合理安

排好時間就是中國學生面對的第一個
挑戰。一定要制定好計劃，分清主次，
根據教授開學第一周給的教學大綱
(Syllabus)來規劃自己每個月、每一周、
每一天的行程。因為教學大綱上不僅
會有老師每一周的教學內容和小測考
試安排，還會有成績比例構成，可以幫
助同學在做時間表的時候更加科學。
4.聯繫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初次來美的同學們可能有各樣
的疑問，網上的信息可能不能滿足你
的需要，所以應及時與學校的中國學
生學者聯誼會會(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CSSA)聯繫，尋求
幫助。聯誼會一般都會對新生提供接
機、臨時住宿服務。許多學校的聯誼會
也有信息交流平臺，包括租房、舊書、
交友等。請與相關負責同學聯繫，取得
信息。同時各校聯誼會組織都與中國
使領館有密切聯繫，在必要的時候，提
供臨時保護和協助。
5.多學習與人交流

去美國留學的學生越來越趨於年輕化，安
全意識較為薄弱。他們的自理能力和自立性相
對要差一些，與人溝通、適應社會的能力比較低
，這直接導致學生在國外遇到問題或與別人發
生爭端和矛盾的時候不知道如何處理，因此，學
生在出國前最好能有意識地學習如何與人溝通
的技巧，提高自己適應異國生活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6.瞭解中美日常生活和文化的差異

對留學生們來說，除了學習方式的轉換調
整，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對新環境和中外文
化差異的適應。如果想儘快融入美國，多瞭解一
些中美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差異是非常有必要
的。在與當地人交往時，最好多瞭解當地的文化
傳統和一些日常禁忌。不少留學生到美國後，往
往會發現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在國內英語水
平已是相當不錯，雅思、託福也都拿到了驚人的
高分，但當他們與美國當地人交流時卻發現以
前在書本上學到的詞匯和用語有時根本就用不
上。而且由於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少人都帶
有各自國家或地區的口音或方言，交流時也會
產生一些障礙。留學360建議在與當地人溝通時
，儘量學習當地的語言表達方式。這裡提醒大家
，有些留學生由於缺乏對美國社會文化的瞭解，
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的，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
麼，甚至還把在國內養成的一些陋習帶到美國
來。比如，有的學生自認為與國外同學相處了一
段時間後，就非常熟悉了，所以開始肆無忌憚地
開一些玩笑。殊不知，美國的“自由”是相對的，
美國人雖然相對比較開放和自由，但也有自己
的生活和文化禁忌，比如：個人隱私，信仰等。
7.瞭解當地治安，醫療等狀況

出國留學之前，應通過各種渠道瞭解各種

安全知識，主動向校方索閱相關安全資訊、手冊
和緊急聯絡電話號碼，以防患於未然；抵達美國
後，應儘早瞭解該地治安狀況，一旦確定住所之
後，要向當地居民請教周圍環境，注意是否設有
安全措施，如大樓警鈴、路邊免費求救電話等。
到達學校後要知道應急報警機關和急救室、醫
療站在具體位置，以免遇到突發事件時驚慌失
措。
8.養成批判性思維

與知識記憶型的中國教育不同，美國的教
育體系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在美國
大學，討論課上對閱讀材料進行批判性地討論，
寫論文的時候對各種證據進行論證評估都需要
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是美國大學生必須掌
握的技能，不僅對其學業有重大幫助，而且也會
影響到未來的工作。同樣是對一件商品銷售途
徑的建議，老闆會更欣賞那個經過市場調查，數
據和證據分析再得出結論的雇員，而不是那個
直接得出結論的雇員。
9.遵守美國規則和法律

在國內，大家對過馬路時亂闖紅燈，不遵
守交通規則，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或吸煙的行為
習以為常。在美國，這些陋習千萬要不得。在中
國，行人和汽車搶道的現象比較常見。而在美國
，開車時要尊重行人，讓路人先過馬路，等行人
順利通過時，汽車才小心翼翼地前行。另外，為
了行車安全，尤其是雨天地面路滑時，開車更是
要求小心。此外，留學360要提醒各位留學生的
是，在美國留學時，不但要瞭解中美文化和生活
上的差異，還要多瞭解一些法律常識，以免無意
中觸犯了該國的法律。
10.隨身攜帶求助方式

美國留學生應加強與中國駐外國使館之
間的聯繫。在校內要知道應急報警機關和急救

室、醫療站在哪裡；將學校的緊急聯繫電話、住
地附近的報警電話號碼、中國駐當地使領館的
電話等號碼隨身攜帶，以便及時尋求幫助，在發
生任何緊急事件時能第一時間發出求救信號，
得到快速及時的救助。
11與教授進行積極高效的互動

美國有兩種類型的大學，一種是以教學為
中心的文理學院，一種是以研究為中心的研究
性大學。在文理學院中，小班環境會讓教授和學
生有更多的互動，甚至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
業指導老師。內向的學生在文理學院會得到老
師更高的關注。但是，像猶他大學這樣的研究性
大學裡，教授的本職工作就是進行研究，拓展學
術領域的寬度和廣度。在研究性大學就讀的學
生平時要想接觸到教授其實是挺困難的，因為
教授們都很忙，但是也不是沒有機會。留學360
在此為同學們抓住和教授交流的機會提幾條實
用的建議吧。1.抓住課上和課間的時間向教授提
問；2.在教授的“辦公時間(Office Hour)”帶著整
理好的問題找上門；3.不太緊急的問題通過郵件
禮貌地和教授聯繫；4.主動申請擔當教授的研究
助理。與教授的交流機會很寶貴，能夠自己通過
查找資料找到答案的問題就不要浪費時間，浪
費機會了。
12.瞭解911號碼

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的犯罪報警、急救、
火災等事故的緊急號碼只有一個：911。美國應
急系統非常強大，並且提供全方位幫助，在美國
遇到困難時，如果有電話，在遇到緊急情況時應
迅速撥打911。所有的電話，包括未付費的公用
電話，撥打911都是免費的。一般來說警察反應
非常迅速，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到達，可以協助處
理各種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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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企业“出海”意愿强

东华能源的第一个秘密藏在脚
下。码头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在距
地面逾百米深的地下有两个地库，用
于储存丙烷和丁烷。当前还有一座
200 万方的地下洞库正在建设中，是
目前两个地库体积总和的4倍。

洞库的扩容来自进出口贸易需求
的不断增长。继收购英国石油公司
在中国华东地区的同类业务、成立
东华能源新加坡公司后，东华能源
的聚丙烯、新材料等产品，亦在向
东南亚市场拓展。公司董事长王铭
祥对本报记者说，“在这样一个全球
化的时代，企业就应当完全同世界
融为一体，拥抱世界。”

这样的理念，正成为中国越来越
多企业的共识，并化作市场行动。几
天前，2017国际产能合作论坛暨第九
届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洽谈会 （简称外
洽会） 在北京召开，千余家寻求对外
投资商机的中国企业参会，本报记者
有机会聆听来自多方的声音。

华为集团高级副总裁林睿琦介绍
说，华为已经为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提供服务和解决法案，在全球的员工
共有 18 万多，其中外籍员工 3 万多。
人才在哪里，资源在哪里，华为的分
支机构就在哪里。目前华为海外市场
收入占比达 65%，已经超过中国本土
的销售收入。

顺应更多企业“走出去”的诉
求，有“抱团”之利的境外产业园区
也获得更丰厚的发展土壤。中阿 （联

酋） 产能合作示范园是由中方在阿联
酋阿布扎比哈利法工业区投资建设的
产能合作园区，正在招商阶段。当记
者第一天中午来到园区在外洽会上的
展台时，现场所有工作人员的名片都
已经发送完了。工作人员说，企业的
热情程度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我们
接触到不少企业，他们走出去的热情
是非常高的。如今对企业来讲，一个
越来越明确的事情是，必须要全球化
发展。”他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发布的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 （2017）》 显
示，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对外直接
投资下滑的形势下，2016年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44%，位居全
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连续两年进入
资本净输出国行列。就目前投资的一
大热点“一带一路”来说，报告中的调查
显示，73%的企业表现出积极态度，投
资意愿强烈。

投资领域范围广

东华能源的第二个引人好奇之
处，在新签的订单细节中。在特朗普
总统访华期间，东华能源与美国霍尼
韦尔公司签署了每年60万吨丙烷脱氢
装置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新项目全
部投产后合计新增丙烯产能将达到每
年450万吨以上。

对此，公司相关负责人员向本报
记者解释，与霍尼韦尔的合作，公司
将不仅可以获得先进的丙烷脱氢技
术、设备，还能在下游新材料研发方
面获得更多的技术支持。这次合作协

议的签署，也将助力东华能源成为采
用脱氢技术将丙烷转化为丙烯的全球
最大生产商。

在外洽会现场一众企业展台中
间，还有一个县级市的集中亮相。贵
州省盘州市既不沿海也不沿边，却主
动挖掘出以贵州省“西大门”对接东
盟的独特优势。当地的华德宏凯公司
生产 LED手电筒等各类小家电，产品
已经远销欧美、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仅在印尼就提供 4000万元人
民币的产品。更多像它一样的本土企
业，也在瞄准东盟市场，在煤炭资源
精深加工、煤层气开发利用、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方
面拓展“走出去”的机会。

无论是寻求技术、资本还是市
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都显得更
加有的放矢。据商务部数据，2017年
1-10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410 家境外企业
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
资 863.1 亿美元，同比下降 40.9%。虽
然总量下降，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进一步有效遏
制。目前，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
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占比分别为32.4%、17.0%、12.3%
和 9.9%。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对
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 （2017）》
也显示，高端生产、智能制造等行业
成中国对外投资新热点。中国企业投
资领域广泛且更重视全产业链布局，
主动融入全球化步伐加快。

有这样一组数据。在 2017 年 4 月
彭博社公布的全球企业市值排名中，
前10位有两家中国公司；在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中，前 5 位有 3 家中国公
司；在利润榜中，上榜中国企业数量
连续 14 年高速增长；500 强企业中，
有逾百家中国企业。

“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讲席教授陈
春花说，“中国企业正在改变世界，一
些“80后”创业的企业已经走在世界
的前端。中国企业开始真正具有价值
创造的能力，真正出现影响到消费者
内心的产品、商业模式和品牌。”

开放贸易惠当地

“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为世界带来
什么？

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济师黄敏刚
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核工业集团走进
巴基斯坦建成核电站以前，当地每天
只能供电 15 个小时，停电 9 个小时。
中核的核电站建成以后，24小时用电
终于得到保障。

“因此我相信深化国际产能合作领
域的合作，对推动‘一带一路’参与
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将成为中
国和相关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也有利
于促进各国之间构建更为紧密的利益
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黄
敏刚说，这是一个“走出去”与当地民
生的故事。

林睿琦介绍说，华为是自由贸易
的受益者，也支持自由开放的政策。
从华为的发展来看，全球化就是本土

化，要跟当地企业、当地的供应链合
作。目前华为海外分支企业的员工平
均本地化率达 71%，拥有全球供应商
12000 家，80%以上的贷款来自海外银
行。

一家一家企业各显其能，汇聚在
一起，就是中国企业对当地市场的巨
大贡献。据商务部数据，2016 年境外
中资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
金总额近300亿美元，年末雇佣外方员
工 134.3 万人，较上年末增加 11.8 万
人。

“可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
国际产能合作，既实实在在助力推进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拓展有效需
求，也实实在在促进有关国家经济发
展和民生改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秘书长周晓飞这样说道。

这在国际社会上也频频赢得积极
的回应。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谢尔盖·
格拉济耶夫在本届外洽会开幕致辞中
说，最近30年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一直
是由中国来担当的，中国正走向世界
的对外投资也引起了全世界的赞叹。
全世界新的港口、新的机场很多是在
中国的投资帮助下才成功建设的。

34年前，中澳产业发展联盟澳方
主席理查·阿尔斯通就到过上海浦
东，他说，如今的浦东已经拥有纽约
曼哈顿一般的繁荣了。中国的许多地
方，都有着类似的令人吃惊变化，中
国经济也就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

“我们非常欢迎中国企业来澳大利亚
进行投资，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在澳大
利亚能够继续成长。我们的合作应该
是双赢的。”他说。

本届外洽会上，来自全球 116 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投资机构代
表和企业家来华宣讲、推介、洽谈，
装备制造、农业、能源、物流、基础
设施等各领域的项目不一而足。这仿
佛也是一个信号：来自世界的对中国
企业的邀请。

在浙江宁波大榭岛，5万吨级液化石油气码头的东华能源储运基地内，十几辆危化品罐装车辆正一字排开紧张地

作业。大型冷冻船队从海上将进口液化气运到这里，中转、加工，再将成品运往中国乃至全球各地。一侧是海，一

侧是爬满山坡的绿植，在这个码头上，却看不见传统大型储气罐装置。

让人同样好奇的，是这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与美企签出首单的“东华能源”到底是一家怎样的中国企

业？民营企业、清洁能源——东华能源身上至少有这样两个标签。这很有些代表性，一是中国市场自然生长出来的

力量，一是对科技和未来的探索。在当今中国，还有许多像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深耕已久的企业，他们正在不同的机

缘下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这当中，有的像小米、华为一样广为人知，有的像东华能源、四达时代一样并不为消费

者所熟悉，但他们都在全球市场迸射出自己的星星之火，共同点亮中国企业的燎原之势。

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中越产能深入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中越产能深入合作。。图为在越南前江省拍摄的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图为在越南前江省拍摄的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国际市场来了新领头羊：中国企业！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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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笑/休斯敦報道) 12月6日晚， 休斯敦Junior League燈火輝煌，熱鬧非凡。 在濃厚的
節日氣氛中，亞裔商會的年會和節日晚宴於晚上7點正式開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副總領事劉
紅梅、商務領事紀文華，印度尼西亞總領館商務參贊Shirley Malinton，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副處長林映佐、經濟組組長徐炳勳，新聞組組長施建志，哈里斯郡第二民事法庭法官張文華
，休斯敦市議員Steven Le等來自休斯敦地區政商各界人士300多人出席了此次年會和晚宴。

亞裔商會現任主席趙紫鋆（Austin Zhao）先生致開幕詞，歡迎各界來賓， 致以節日的問候。
趙紫鋆正式向與會嘉賓介紹了亞裔商會的新的執行團隊，總裁Milton Young先生和運營經理Bar-
bara Gallo女士。趙紫鋆表示，Milton Young有很強的商業背景和在美國大公司領導經驗,Barbara
有多年的非盈利機構任職經曆。相信亞裔商會這一執行團隊，今後能更好地服務會員，推動亞裔
社區的經濟和商務發展，把亞裔商會帶向一個更高層次。

經過27年的發展，亞裔商會在這次年會上首次設立主席獎和總裁獎。獎勵為商會發展做出重
大貢獻的人士。主席獎由趙紫鋆主席頒發給亞裔商會創會理事之一John Kim，獎勵他為創立亞裔
商會所做的貢獻和義務服務商會25年。總裁獎由商會新任總裁Milton Young頒發給陳宇雯
(Yvonne Chen) ，表彰她在服務2017企業家培訓班時的無私奉獻。

本次年會邀請到紐約International House的CEO兼總裁Calvin Sims先生做主題演講。 Inter-
national House是洛克菲勒和道奇家族與1925年聯合創立、專門培養領導人的一個非盈利組織。
在其7萬多被培訓過的會員中，有兩位美國總統和6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當晚，Calvin Sims以
“如何培養世界領導人”為題，發表主旨演說，受到了在場來賓的熱烈歡迎。

年會的尾聲，2018新一屆理事會成員宣誓就職，並在Harris郡法官張文華的見證下舉行了新
舊主席的交接儀式。亞裔商會主席一職由趙紫鋆(Austin Zhao) 正式交給新一屆主席Wes Weaver
。

張文華法官代表Harris郡郡長Ed Emmett向趙紫鋆先生頒發了表彰證書，表彰趙紫鋆先生作
為亞裔商會主席為社會所做的貢獻。新任主席Wes Weaver為趙紫鋆先生頒發獎狀，表彰趙先生
在任職亞裔商會董事會主席期間所表現出的傑出領導力以及為亞裔商會所做的貢獻。

趙紫鋆在做卸任感言時表示，他2005年加入亞裔商會，2011年進入董事會，2015年11月被
選為董事會主席，很榮幸地成為亞裔商會25年曆史上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董事會主席。趙紫鋆
還表示，他很高興在擔任亞裔商會主席期間，使亞裔商會和華人社區建立了緊密的聯系，發展了
許多華人會員，使華人會員的會員比例創曆史紀錄。同時，借此平台，鼓勵華人回饋社會，積極

參與非華人社區包括主
流社會的活動。相信亞
裔商會在新主席Wes
Weaver和新一屆董事
會的領導下，加上新的
執行團隊的共同努力，
亞裔商會一定會更上一
層樓。

新一屆董事會主席
Wes Weaver在致詞時
表示，非常感謝前主席
趙紫鋆為亞裔商會的付
出，在過去兩年裡，亞
裔商會從修改商會章程
和完善各項規章制度，
到強化董事會的領導力
和重建執行團隊，都進
行了改革，為亞裔商會
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
實的基礎。感謝趙紫鋆
出色的領導力，領導亞裔商會走向一個正確的軌道，使他的新一屆董事會輕松上任。Wes表示，
在此基礎上，他和新一屆董事會和執行團隊非常有信心把亞裔商會做大、做強，成為一個在美國
更有影響力的亞裔組織。

新總裁Milton Young在年會總結發言時表示，他很高興有機會服務亞裔商會，很珍惜這一機
會。在董事會的領導下，他的執行團隊一定會把商會的工作做好，更好地服務會員，使亞裔商會
成為一個更有影響力的組織。他表示，他的執行團隊已著手計劃2018及未來幾年的發展規劃，在
保持商會原有服務項目的同時，明年會給大家更多的驚喜。

亞裔商會舉辦亞裔商會舉辦20172017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
）休士頓各地搶案頻傳，休士頓
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警
方5日表示，一名學生周二凌晨
在休士頓東南邊的主校園遭持槍
搶劫。

根據ABC13報導，事發時
間 很 短 ， 發 生 在 位 於 4800

block of Calhoun Road，大約在
凌晨3時以前，受害學生朝著停
車場20C走去，事發地點鄰近
校園附近人潮聚集的夜店 The
Den。

警方表示，兩名嫌犯接近受
害學生，一名持有槍，聯手搶走
他的背包，包包裡頭有筆電和手

機。
嫌犯開車逃逸，駕駛一輛

2000年至2001年的銀色雪弗蘭
Impala轎車，Calhoun路往南，
朝Wheeler大道開去。

所幸學生並未受傷，休士頓
大學警方還在調查中。

休大學生遭持槍搶劫休大學生遭持槍搶劫 損失筆電和手機人未受傷損失筆電和手機人未受傷

圖圖：：ACCACC新舊會長在張文華法官的見證下完成交接儀式新舊會長在張文華法官的見證下完成交接儀式。（。（珊娜／攝影珊娜／攝影））

購物季迎來購物季迎來 「「包裹海包裹海」」 投遞動作要快投遞動作要快
(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接近年底購物

季，包裹投遞量大增，無論是節慶網路購物
或禮物寄送，大量的 「包裹海」 ，導致郵政
系統容易大塞車，想在聖誕節前把禮物和包
裹寄送到親友手裡的民眾，動作可要加快。

根據全國零售聯合會估計，以過去幾年
的節日購物季常態來看，網路購物比實體店
面購物需求量大，今年11月至12月節日期間
，不含汽車、汽油和餐廳的銷售額將年增
3.6%至4%，消費金額在6787.5億至6820億
美元間，優於去年的6558億美元。網路購物
又比去年同期大約升高7%到10%，網購商
品投遞量大增，包裹收件時間將延後許多。

UPS 表示，先是受到 「網購星期一」
(Cyber Monday)影響，大量的網路訂購讓包
裹抵達時間最起碼延後兩天以上。UPS預計
，今年假期期間將有750萬包裹件數，比起
去年將會上漲5%。

聯邦快遞(FedEx)與美國郵政局(USPS)也
表示，今年從感恩節黑色星期五至聖誕節前
夕購物期間，包裹運送量都將比去年增多。

位於八號公路的美國郵政局郵政人員表

示，每年從感恩節一路到聖誕節期間，都是
郵局最忙的時候。自11月初就開始有許多投
遞包裹的民眾，平日排隊高峰期大約在中午
用餐時間，但隨著聖誕節接近，一直到營業
時間截止都有大排長龍的情形，平均一個人
等待時間都超過20分鐘以上。

而受年底假期影響，這段期間是是一年中郵
件和包裹投遞最繁忙時刻，郵政人員建議民
眾若不希望寄送包裹晚到失去祝賀意義，可
多花些錢提早寄送快捷或掛號，否則可能會
比平日晚上一倍以上時間才順利寄送到目的
地。

郵政人員表示，民眾若要縮短等待時間
，首先確認包裹寄送形式、運費和表格填寫
細節，許多民眾攜帶的包裹不符合計送標準
，必須要現在再重新包裝和填寫表格都是非
常浪費時間；再者，如果只是寄送一般優先
郵件(Priority mail)，可善用郵局統一規格信封
，或使用機器投遞，可省去大排長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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