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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是定義聖誕假期到來的
一個標志。在這長達一個多月的時
間裏，人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會
被購物填充。以“黑色星期五”為開
始的商品打折期則會把人們的購
物熱情充分點燃。

除了生活用品之外，選房、購
房自然也成為一些人度過聖誕假
期的一種方式。隨著今年下半年房
源數量的不斷增長，等待購房者們
似乎也有足夠的理由在新年到來
之前拿到等待已久的房門鑰匙。

從以下4個角度來看，在聖誕
假期期間購房不失為很好的選擇。

1. 購房競爭減小
在聖誕假期期間，大部分購房

者會穿梭在探親訪友、參加聚會等
社交活動中。加上通常人們的觀念
中認為聖誕假期並不是購房的好
時段，因此很少有購房者願意外出

看房。購房者之間的競爭在一年中
最寒冷的時間大大降低了。

對一些購房者來說，這是個好
消息。因為幾個購房者競爭一個理
想的房源是購房過程中壓力最大
的一個環節。競爭減小，也就意味
著拿到理想房子的可能性大大增
強。

2. 討價餘地增加
在年底售房的賣主基本上都

是有重要原因的，比如基于搬家並
讓孩子在新學期開始之前安定下
來；或者是在秋天就已經將房屋上
市，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買家而感
到焦慮。還有一些賣家則希望在年
底之前有一個售房合同在手，以獲
得稅務上的好處。

比如，單身售房者房屋出售價
格的第一個25萬美元可以免資本
所得稅，二口之家資本所得稅的最

低限度是50萬美元。在這之上，售
房者隨著收入的稅級繳納資本所
得稅。而在年底之前過戶，房主無
論是在資本所得稅、地稅以及房貸
利息上都會比轉年過戶有相當大
的好處。這對購房者來說是有利的
，意味著討價餘地的增加。

3. 瞭解房屋的原貌
如果在春天購房，購房者看到

的被綠樹花叢環抱的
房子。購房者很難想像
到冬天萬物雕零後房
屋周圍環境的樣子。

另外，冬天購房更
容易發現房子裏面的
問題。比如房屋裏面的
暖氣是否充足。或者是
房門在天冷的時候是
否容易卡住等。

4. 更容易接觸到專業人士
由于冬天是購房的淡季，購房

者容易接觸到更多的專業人士，比
如搬家公司、房屋檢查員以及房貸
中介等，這樣能夠使購房者獲取更
多的購房信息。而一些地產經紀在
淡季的時候，也更容易滿足購房者
提出的要求。這些都是在購房旺季
時不容易得到的便利。
來源：美房吧

聖誕節房子也打折折？！？！
假期購房能省錢的四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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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上"最狠"稅改草案出爐!

砍！砍！砍！
美國歷史上下手最恨的稅改草案終于出爐

！
特朗普稅這是今年給所有美國人的聖誕大

禮！
要平均給每個美國家庭每年省稅1182美元

！
美國當地時間11月2日，美國眾議院共和黨

人公布了429頁名為“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的稅法改革方案，無疑是美
國歷史上改革力度最大的稅改方案，美國上下

也炸開了鍋！

稅改名稱：“減稅與就業
法 案 ”（Tax Cuts and
Jobs Act）
公布時間：2017年11月2日
預計實施時間：2017年聖誕節
前（其中房屋貸款利率稅收減
免改革，已經在 11月 2日開始
實施，詳情見後文）
目前進展：已經進入最後階段，
待參議院和眾議院

聽起來真的是一個不錯的
大禮包，裏面藏著的禮物是大
家喜歡的嗎？一起看了才知道！
新鮮出爐：美國最新稅改方案
細則

華人們最關心的、直接影
響我們錢包的稅改方案，到底
有哪些變動呢？
1、稅率等級：變簡了！
稅改前：個人所得稅率從七級：
一共是 10% ,15% , 25% , 28% ,
33%, 35% 以及最高的39.6%.
稅改後：個人所得

稅也簡化成 3 個等級：12%、25%、
35%。富裕階層的39.6%稅率將保持
不變。
2、個人免稅額（Personal Exemp-
tion）：取消了！
稅改前：每一個納稅人都擁有$4050
的額度，納稅人的妻子、家庭成員也
擁有相同配額。
稅改後：取消納稅人的$4050的個人
免稅額的減免額度。
舉個栗子：4口之家，夫妻共同工作，

有兩個孩子的。取消
個人稅務豁免（Per-
sonal exemption），
每人4050美元，4口
之家就是16200美元
；這樣一來除了多出
來這部分（162000美
元）需要多交稅，不
但稅務負擔增加，也
很可能因此升級到
下一個高稅率級別。
3、 標 準 扣 除 額
（Standard Deduc-
tion）：雙倍了！
稅改前：單身人士的
標準扣除額$6,350，

夫妻所得報
稅的標準扣
除 額 從 $12,
700
稅改後：單身
人士的標準扣除額是$12,000，夫妻所得報稅的
標準扣除額是$24,000
稅改後，這些群體將完全不用交稅：
年收入$12000以下的單身
年收入$24000以下家庭
【稅改前/現行】個人所得稅應稅額計算公式：
應稅收入 taxable income =調整後毛收入ad-
justed gross income—扣除額 deduction —個
人免稅額 personal exemption
【稅改後】個人所得稅應稅額計算公式：
應稅收入 taxable income =調整後毛收入ad-
justed gross income—扣除額deduction（變成
之前2倍）
（美國稅務知識科普：每個報稅人都有基本免稅
收入，超過這個額度才開始徵稅。在美國有2類
免稅收入①標準扣除額 ②遞減扣除額：適用于
高收入人群。報稅這選擇其一，據國稅局統計，
美國2/3的人使用第一種方式。）
4、單身居民個人所得稅稅率：大部分降了！

單身收入變動表：
0 — 9525美元：稅率10%將上升到12%
9525 — 38700美元：稅率15%下降到12%
38700—45000美元：稅率 25%下降到12%
45000—93700美元：稅率維持25%不變
93700—195450美元：稅率28%下降到25%
195450—200000美元：稅率33%下降到25%
200000—500000美元：稅率33%上升到35%
>500000美元以上：稅率39.6%下降到35%
5、夫妻共同報稅個人所得稅稅率：大部分降了！
夫妻合報變動表：
0—19050美元：稅率10%上升到12%
19050—77400美元：稅率15%下降到12%
77400—90000美元：稅率25%下降到12%
90000—156150美元：稅率維持25%不變
156150—237950美元：稅率28%下降到25%
237950—260000美元：稅率33%下降到25%
260000—100000美元：稅率33%上升到35%
大于1000000美元以上：稅率維持39.6%不變

最全解讀看這裏

上上

單身居民個人所得稅稅率

I/房地產專日/171128A簡 上 房地產現況

夫妻合報變動表

華人房奴慌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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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改後：各類型家庭減稅情况
年收入3萬、單身報稅、無孩：減稅$188
年收入4萬8、家庭報稅、無孩子：減稅￥19
年收入5萬2千、單身報稅、2孩：減稅$895
年收入8萬5千、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1072
年收入16萬5千、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1373
年收入32萬5千、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6410
年收入200萬、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35118
年收入100萬、家庭報稅、2孩子：減稅$59130（個
人和公司合併報稅20萬）
6、兒童稅收抵免額：漲了！
稅改前：17歲以下兒童的稅收抵免$1,000
稅改後：17歲以下兒童的稅收抵免$1,600，提議
將提供每個家庭$300的稅收優惠。
7、房屋貸款利率稅收減免額度：降了！

稅改前：原先只要帶息貸款在100萬美金以下的
個人，都能享受稅收減免。
稅改後：把享受貸款稅收額度上限降為50萬美
元。
（注意：是指貸款超過50萬美金，不是房價50萬
，併且只針對新貸款，不是針對已有貸款，加州
11月2日開始實行）
8、州稅/地方稅稅收減免：取消了！
稅改前：州稅/地方稅稅收減免
稅改後：取消州稅/地方稅稅收減免
9、縮減稅收抵免項目：取消大部分！
稅改前：稅收抵免項目繁多。
稅改後：取消了對醫療開支、領養費用、學生貸
款利息等稅收扣除項目。只保留房屋貸款稅收
抵免，和慈善饋贈稅稅收抵免。
10、替代性最低稅ATM：取消！
稅改前：為避免過度避稅，允許的抵扣很少，禁
止個人免稅額和州稅減免同行。
稅改後：取消替代性最低稅
替代性最低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
），AMT是透過對設定這些福利的限制，適用于
具有高收入的納稅人，這項舉措將會影響到近
500萬美國人！
11、遺產稅：取消！
稅改前：財產超過549萬美元的個人和1100萬
美元的夫妻將被徵收40%的遺產稅。在新的稅

改方案下，財產分別在1098萬美
元和2200萬美元以下的個人和
夫妻不需繳納遺產稅。
稅改後：預計2024年會完全廢止
，預計特朗普家族終將保住百億
美元的家產。
12、美國企業稅收：大幅下降！
稅改前：企業稅率目前是35%
稅改後：永久削減公司稅，大降
至20%
13、海外企業稅收：大幅增加！
稅改前：美國企業在海外盈收轉
入美國時，必須繳納35%的稅。
稅改後：對美國企業海外獲利，
最低徵稅10%，併將企業獲利回
流美國現金等價物的稅率設定
為12%，併將非流動性投資的稅
率設置為5%。組織阻止企業就
業、總部、研發流向海外。

力度最大的稅改方案，是你
想要的嗎？

稅改方案出爐後，必定是有人歡喜有人憂，來看
看華人朋友們未來的錢袋走向吧！

1、誰收益大？
低收入群體免繳稅

年收入在1.2萬美元以下的低薪個人，以及
年收入在2.4萬美元以下的低薪家庭（夫妻二人
），不用再繳納個人所得稅。對于這一收入等級
的群體和家庭來說無疑的一大喜訊。
年收入10萬以下普通中產階級
舉例：舊金山家庭收入中位數$88,518（2015年，
Department of Numbers數據）
稅改前：屬於第三等納稅等級，需要交納25%的
稅。去除夫妻報稅標準扣除額夫妻報稅標準扣
除額$12,700，再減去兩個人共$8100的個人減免
，實際交納$10854的稅。
稅改後：屬於第三等納稅等級，需要交納12%的
稅，去除夫妻報稅標準扣除額$24,000，需要交納
7742.16的稅。
所以對于這一群體來說新提案在舊的基礎上減
了2000多刀。
低齡兒童家庭

對于有孩子的家庭，美國的稅收政策一向
都給予優惠，稅改後，力度將更大。未來17歲以
下孩子的家庭，稅收減免從$1000提升到$1600,

再加上額外300刀的稅收優惠。也是一筆不小
的數目。
年薪在$480,050-$1,000,000的超高收入家庭

夫妻聯合報稅本身就可以為家裏減免不少
稅，再看看位居仰望級別，僅次于大富豪的超高
收 入 家 庭，一 年 可 以 少 交 的 4.6% 的 稅
（39.6%-35%），報稅省下的錢都能買一部豪車
了！
對大部分華人公司影響很大

這項政策影響的不僅僅是美國穀歌蘋果這
樣的大公司，還包括所有的小公司。而華人來美
國很多都是自己創業，例如中餐館、律師樓、牙
科診所、會計所等等。之前，因為企業稅很高，大
部分華人老闆，會選擇先不支付公司稅，而是分
別由公司的負責人(老闆或合夥人)通過個人稅
的方式承擔。而現在稅改之後，企業稅僅為20%
，很多公司會直接選擇通過公司來報稅了，因為
這樣更划算。

同時，對于小的華人創業公司來說，原本他
們沒有能力把公司搬到海外，高額的企業稅給
他們的運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如今企業稅猛
降，他們終于有了喘息的機會，能夠贏得更大的
生存空間。

有媒體預測，稅改方案若實施，將在未來十
年為美國公司、小商業主及個人減稅6萬億(兆)
元！

美國史上"最狠"稅改草案出爐!
最全解讀看這裏

中中

I/房地產專日/171128A簡 中 房地產現況

稅改後稅改後：：各類型家庭減稅情况各類型家庭減稅情况（（圖片來源圖片來源：：Tax FoudationTax Foudation））

華人房奴慌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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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上美國史上""最狠最狠""稅改草案出爐稅改草案出爐!!
最全解讀看這裏

下下

I/房地產專日/171128A簡 下 房地產現況

華人房奴慌了了!!

圖一圖一：：全美購房貸款超過全美購房貸款超過5050萬美元地理分布圖萬美元地理分布圖

圖二圖二：：房貸利息抵稅對加州影響圖房貸利息抵稅對加州影響圖：：顏色越顏色越
深影響越大深影響越大

最大贏家還是大大富豪們
特朗普雖承諾任何改革將集中在中產階

級、主要為中產階級減負，但實際上富人得利
最大。獲益最多的是占全美家庭總收入20%
的富人，年收入48萬美元以上的家庭。目前最
高的個人所得稅級保持39.6%不變，但是遺產
稅可能會被永久性廢除。

另外，替代最低稅（AMT）將被取消，據說
特朗普競選總統民眾要求他交出稅表。當上
總統後公開稅表，結果他去年才繳了25%的
稅，而這個25%裏面的23%就是替代性最低
稅，要不是因為有替代性最低稅的存在，特朗
普可能會交的更少。所以這應該是特朗普最
討厭的一項吧，取消替代性最低稅也是意料
之中。從多個條款來看，富人家庭都是最大受
益者。

2、誰吃虧？
高房價地區的買房族

原本房貸利息抵稅政策受惠最大的群體
是購買大房子（房價貴），交納很高房貸利息
的的高收入家庭。華人就是這一群體的重要
組成部分，在美華人主要聚集在舊金山灣區、

洛杉磯、紐約等城市，多數地方
買個小房子都是上百或幾百萬
刀，稅改方案規定，貸款超過50
萬刀不能享受稅收減免，這對
于高收入貸款買房的的華人家
庭來說是一大重創！
比如：年收入 50,000美金
稅改前：每年交納的房屋貸款
利息是5,000美元，那麼國家只
收你45,000美元的收入所得稅
稅改後：如果貸款超過50萬刀，
那麼房貸利息將不能作為收入
所得稅的抵扣部分。

大于50萬美元的房屋抵押
貸款主要集中在加州，紐約州，

弗吉尼亞州，新澤西州，德克薩斯州，伊利諾
伊州，馬裏蘭州，華盛頓和佛羅裏達州。從圖
一中可以看出，華人聚居的北加灣區，南加
的洛杉磯，紐約這一比例都在百分之20以上。
而加州就占全國的45.7％，這其中華人的貢獻
不小。

不過相對加州來說，最心酸的應該是紐
約。大州中，“房價高，稅也高”的是紐約州；

“房稅高，但房價不高”的是德州；“房價高，但
房稅不高”的是加州。所以，紐約最吃虧。總的
來說美國大城市的房蟲要哭暈！
高薪單身人士&灣區雙碼農

個人和夫妻所得稅乍一看幾乎都比之前
的低或者持平，但是有一欄卻格外的刺眼。在
稅改計劃中個人收入$200,000-$424.950和夫
妻收入$260,000-$424,950這兩個區間所得稅
率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升高了。
說來心塞，灣區的雙碼農家庭基本都逃不出
這個圈了，有華人朋友吐槽，原以為稅改後每
年報稅時不會那麼心塞，看來以後是要滴血
了。
再加上房貸利息抵稅讓這樣的家庭房貸壓力

更大了，貸款抵稅額度降到50萬
後，還款壓力明顯變大，為了能供
的起房貸，他們可能會選擇買小一
點的房子。
5人以上的大家庭

新稅改將取消$4,050中個人
免稅額，對于人口數大于5的家庭
來說，是一筆很大的損失，尤其是
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區間減少的個
人所得稅3%稅率，比不上個人免
稅額的減免，對于這樣的家庭並不
會減稅，而是增稅。

3、對誰不痛不癢沒影響

高收入中產階級
2015 年皮尤

慈善信托基金會
(The Pew Chari-
table Trusts)，將
中產階級家庭定義為，收入為該
州收入中位數的67%-200%的家
庭。拿舊金山家庭收入中位數為
例，年收入16萬屬於高收入中產
家庭。
稅改前：去除標準扣除額12,000，
28%的稅率，減去個人減免項8,
100，最終扣稅33,340
稅改後：去除標準扣除額24,000,
25%的稅率，最終扣稅3,4000

對于這個群體來說交稅額
度差別，簡直的九牛一毛，改成
啥樣都無關痛癢了。

稅改出了，美國炸了！
共和黨這次提出的草案雖

然還未最後定奪，但看特朗普的
口氣，也八九不離十了。這份稅
改關乎每個家庭的“財路”，出爐
的那一刻，整個美國都不淡定了
！
外國媒體：
CNN：造福少數人，騙了一群人....
abcNEWS：60%的美國人都認為
特朗普稅改是為富人造福
The Hill：低收入的美國人才是贏家!
MSNBC：特朗普才是最終獲益者，並非中產階
級。
華人論壇：
網友：新稅改就是讓加州雙碼頭工掀起離婚
大潮。
$260,000-416,700，從 33%升到 35%，雙碼頭
工離婚了立馬降到25%。
宇宙中心碼工碼婆們排隊離婚去。
網友：所以說沒房的贏了啊。
網友：對中低收入的單身狗很友好啊。
網友：不行了，從今天開始實施，555，我們剛
買的新房，但還沒建好，沒有貸款。早知道就
不買新房了，要是買現成的早就完事了。

網友：該死的AMT，地稅從孩就沒抵過，現在
真能抵一萬，真是太好了。白花花的銀子，哈
哈哈。

親們，稅改之後，你們要繳的稅是增了還
是減了？特朗普送上的這份聖誕大禮，你喜歡
嗎？(來源: 舊金山灣區華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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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房地產投資這個標題，你首先想到的
就是買賣實物的房子。其實，房地產投資也可
以象股票、證券、期貨一樣地交易。在過去的幾
十年裏，房地產已經成了一種越來越受歡迎的
投資工具。本文將由淺入深地向您介紹房地產
投資的常見方法，如何操作及各種方法的優缺
點。

一、基本租賃物業
（Basic Rental Properties）
這是一種一目了然的投資方法，就是投資

人賣下房產，然後出租出去，靠租金盈利。投資
人（房東）得負責房貸，稅金和房產的維護等。
最理想的狀態是，租金能支付所有以上提到的
開支還有盈餘，但基本的租金定價原則還是只

要能與開支打平即可。
因為很多時候欲速則不達，過高的租金會

嚇跑租客。這種投資方法需要耐心，基本的盈
利來自于當房貸付完後，租金的大部分就成了
純利潤。另外，房產增值也會給投資者帶來額
外的利益。

投資者必須要對目標市場非常瞭解，並作
充分研究。由于主要的利潤來源是租金，因此
房產的位置和市場租金就成為考慮投資的最
重要因素。就位置而言，靠學校近的房子是很
好的選擇。

北美的大學生除了第一年外，大都需要在
學校周圍租房居住。因此學校周圍的物業就能
給你帶來源源不斷的租客。除了學校，臨近大
的商業中心，大公司等也是很好的選擇。

當然當然，，這種投資方法也有一些風險這種投資方法也有一些風險。。最大最大
的風險是租客不足或乾脆沒有租客的風險是租客不足或乾脆沒有租客，，其次是碰其次是碰
上了壞租客上了壞租客。。北美的法律會使你對那些不付房北美的法律會使你對那些不付房
租的房客束手無策租的房客束手無策，，如果他們有什麼你不可以如果他們有什麼你不可以
趕走他們的正當理由趕走他們的正當理由，，如失業如失業，，生病等的話生病等的話。。碰碰
到這些情況到這些情況，，你就會面臨負資金流的問題你就會面臨負資金流的問題。。

另外另外，，出租物業的管理也是一個麻煩事出租物業的管理也是一個麻煩事。。
廁所堵了廁所堵了，，屋頂漏了……諸如此類事總是層出屋頂漏了……諸如此類事總是層出
不窮不窮，，可能你會在睡夢中被叫醒去掏糞可能你會在睡夢中被叫醒去掏糞，，或在或在
游輪上接到房子起火了的消息游輪上接到房子起火了的消息，，總之總之，，你必須你必須
為此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時間為此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時間，，有時很掃興甚至有時很掃興甚至
如逢雷劈如逢雷劈。。假如你不想這些麻煩假如你不想這些麻煩，，就可以去雇就可以去雇
專人或委托管理公司做專人或委托管理公司做。。

二、房地產投機置換
（Real Estate Trading）

這類投資者也買房子，但其目的與前述的
那類截然不同。投資者買下房產後只做短期的
持有，通常不超過3-4個月，然後賣出以買賣的
差價盈利。這種投資策略有時被稱為“投機”
（Flipping），通常用于那些在熱門地點因某些
原因估值明顯偏低的房產（如拍賣房，無繼承
人的遺產房等）。

純粹的投機者對用于投機的房產不作任
何的投入改進。他們看中的房產需要本身具有
無需改進就有的升值特點，否則不會去考慮。
要做這樣的投機者需要有很高的投資技巧，很
強大的信息源，很多時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多數的情況是，投資者買下較便宜，但
本身有些缺陷的房產，經過重新裝修，包裝後
使之具有了增加的價值，再出售盈利。

這類投資的風險是，投機者必須在很短的
時間內將物業出手，而且通常一次只能做一個
物業。由于這類物業很難得到正常貸款，常常
需要使用現金或高利率貸款。一旦短期內無法
出手，那就會造成投資者持續虧損，甚至破產。

三、房產投資集團
（Real Estate Investment Groups）

房產投資集團（以下簡稱房團）可以說是
房產租賃方面的小共同基金（Mutual Fund）。
如果你想做房產租賃，但又想省去當房東的麻
煩，那麼房團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

某個公司會買下或建設一系列的房子，通
常是公寓樓。投資者可以通過該公司買入一個
或多個房產，多個投資者自願成立房團。雖然
投資者擁有他買下的房產，但一切管理維護，
招客趕客收房租事宜都由公司承擔。公司收取
一定比例的租金作為報酬。

房團的形式有好多種，最標準的一種形式
是：一個房團的投資者把所有他們擁有的房產
單元混合以房團的名義出租房子，根據扣去管
理費後的總收入和每個投資者的份額決定每
個投資人能得到的月租金收入。

這樣做能對沖由于某些房子未能租出帶
給其主人的風險，比如某個房東某月房子未能
租出，他仍能得到由房團總收入所決定的他的
一份，當然以後別人的房子沒租出，他也要貢
獻本來屬於自己的一部分給那個人。

從理論上來講，房團是一種較為安全的房
地產投資方法。但就和其它的共同基金投資方
法一樣，房團也面臨著共同基金管理費引起的

挑戰。另外，和第一類投資一樣，出租率和租金
是影響房團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所處管理公
司的工作質量也對房團盈利有很大的影響。

四、房產有限合夥人
（Real Estate limited

Partnerships，以下簡稱RELP）
RELP的概念是：因為購買和擁有一個或一

組房產而組成的，短期存在的實體。通常由一
個經驗豐富的物產管理或發展公司擔任總合
夥人（General Partner）, 外來投資者則通過向
該房地產項目（通常是建造或更新房產的項目
）提供資金，而成為擁有股份的有限合夥人
（Limited Partner）。有限合夥人會收到來自于
該RELP運作利潤的紅利，但其最主要的收入
來自于當該RELP被最後完整出售時所得到的
分成。當RELP被出售之日，也就是其解散之時。

RELP允許投資者無需直接參與項目的管
理，甚至不必擁有房產，而只需通過資金投入
參股。但與股票不同的是，這種形式屬非流動
性投資，投資者通常需要等到項目結束，該實
體出售解散時才能移出現金。

五、房產投資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以下簡稱房投或REIT）
華爾街還是想出了辦法，把不動產變成了

一種象股票一樣可流動的投資方式，這就是
REIT。所謂房投是一個信托基金（Trust），以管
理投資者的錢用于購買，經營和售賣某個具有
盈利能力的房產。

房投象股票一樣可以在各交易所買賣和
轉換。按有關規定，為了維持基金的身份，其
90%的課稅利潤需以紅利的方式返回股東，這
樣它就是個基金而不是公司，可以免交高額的
公司稅。

房投不但能使投資者和常規的股票一樣
得到股利，還能得到由于房產增值產生的利潤
。房投僅限于投資在非住宅地產，如商鋪，醫院
和辦公樓等。相比于前面提到的幾種投資方法
，房投的特點是，它是一種高度流動性的投資，
需要現金時可以隨時通過交易所變現。

六、房產共同基金
（Real Estate Mutual Funds，

以下簡稱房基）
房產共同基金和其它共同基金在形式和

運行方式上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它主要投資
于REIT和房地產有關公司股票。這與證券交易
更接近了，只是投資者需要更多瞭解房地產方
面的知識和消息。

房基也是一種高度流動性的投資方式。對
于普通散戶投資者而言，房基的另一個優點是
它具有大量信息供投資者參考，也有更多選擇
。投資者可以通過采用多點投資等戰略以降低
風險，提高收益。證券交易的高手在這裏更可
以觸類旁通，游刃有餘。(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房產投資美國房產投資
除了出租還能怎麼賺錢除了出租還能怎麼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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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超市常見的名不副其實食品
【來源:網路】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通 知
Hampton Creek公司不能再把自己生產的不含
蛋黃醬（eggless mayonnaise)的產品命名為Mayo
。這個事件背後折射的是FDA對食品市場嚴格
把控的態度。事實上在日常消費的食品中，很多
食品都存在名不副其實的問題。下面請跟著小
編一起來“打假”吧！
Soy“Milk”

Soy“Milk”嚴格說來應該只能被稱為“ Soy
beverages”因為實際上Soy Milk並不含有乳糖。
而乳糖是牛奶中最主要的成分。其實早在2000
年，美國國家牛奶產業聯盟就和大豆食品協會
及FDA就Soy Milk這個名字進行過交涉，但直
到現在，FDA也沒有採取什麼措施。
Velveeta“Cheese”

事實上像Velveeta和Cheez Whiz這些加工
過的所謂的奶酪並不是由真正的奶酪做成的。
它們是由一種被稱為 cheese cultures 的細菌把
牛奶發酵而製成的。FDA說這些產品嚴格上講
不能被稱為奶酪。

“Bacon”bits

Bacon bits並不含有任何真正的bacon成分
。而且，為了讓人有Bacon bits是bacon的錯覺的
，它的外形被做的十分像bacon。事實上，Bacon
bits是由大豆粉和菜籽油和一些食用色素混合
製成的。
Cool Whip-並非鮮奶油

Cool Whip這個品牌名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Whipped cream（鮮奶油）。事實上為了讓產品呈
現出奶油的特徵，Cool Whip 用了大量的 corn
syrup和蔬菜油。2010年開始，生產商還把牛奶
放進原料配單裡面。
Just Mayo並非真的蛋黃醬

傳統意義上用的蛋黃醬是用雞蛋，油，
醋做成的。Hampton Creek 把蛋這個原料換成
了pea protein。然而Mayo其實是Mayonnaise（蛋
黃）的縮寫，會讓人聯想聯想到真正的蛋黃。在
FDA眼裡Just Mayo會讓消費者產生誤解，以為
這是有蛋黃成分的。

“Crab”meat
所謂的蟹肉幫棒並不是真正的蟹肉做的，

而是用一種叫Surimi的魚做的。
“Maple”Syrup

除非你願意花重金，否則
你是買不到真正的 Maple
Syrup 的。像 Aunt Jemima，
Mrs. Butterworth’s 這些牌
子，“Maple”Syrup基本上都
是用玉米和一些香料合成
的。
White Chocolate
白巧克力是最大的謊言，
它一點巧克力成分都沒有
。白巧克力是由一種被稱
為cocoa butter的原料做的
。Cocoa butter 是一種被用
於lotion的植物脂肪。儘管
這 樣，white chocolate 在
FDA也有專門明確的命名
標準，必須含有20%以上的
cocoa butter 才 能 被 稱 為
white chocolate。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1212D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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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美國十個不同的生活習慣
【來源:網路】

朋友常常對我說“來吧來吧，盡情歡笑，隨我來吧，跟著節
奏一起搖擺，隨著音樂一起開懷。因為這裡有自由、這裡有民主，
這裡是，自由、民主、獨立的王國USA。”

曾經有過許多美國朋友問我：“你看中國人和美國人的主要區
別是什麼？”

我說：“我們吃熟食，你們吃生的；我們保守，你們開放；我們在
小事上團結大事上分歧，而你們，無論大小事都擰成一條繩。你
們不怕別人關注，唯恐別人不在乎。你們有創新、勇於探索的精
神；而我們，工作兢兢業業，上班按時按點規規矩矩……”美國朋
友點頭稱是。

在一個國家生活久了，不說入鄉隨俗但至少會感染一些氣息，
看人家的說話、辦事風格，學習人家值得學習的、優秀的地方。

美國朋友常常跟我說“怎麼好像全世界都憎恨美國人？”我說
“那是因為你們特立獨行，因為你們專橫、霸道，還有矗立於世界
之巔讓屈居他位者眼紅。”朋友補充“還有，因為我們，NOSETO-
EVERYBODY’SBUSINESS……”我說“很對。”

以下數條，為日常生活中種種見聞，不說全面卻都是親身經歷
，也許還有未收錄到的。

一、問候
國人打招呼，一般都是“吃了嗎？”“瘦了啊！”“最近在哪發財呢

？”比較的虛情假意一類。美國人，比較現實，遇到了，相互微笑一
下就走了。要麼，就停下來擁抱一下，問問最近的身體，有家庭的
問問孩子怎麼樣一類的，反正不會超過一分鐘。

二、量杯
美國人用量杯，中國人不用。剛來的時候，自己還是租房子住，

有一次病了，房東太太給我一瓶感冒藥(就液體那種)，一個量杯，

她讓我照著說明去使用。以前在國內的時
候沒怎麼注意過，一直以為，量杯是藥劑師
的事。

後來，自己買了房子，自己燒水、煮飯、做
菜，雖然還在分期付款，但只要是病了，只
要吃藥，就會常常想起那個好心的美國老
太太，想起她，教我用量杯的軼事。

中國人一般都顯少，男人50看上去也就
30出頭，女人30看上去也就十七、八九。美
國朋友常常問我“你怎麼看上去才像二十
出頭？”而問我的她，比我還小了好幾歲。我
說“中國人會保養，沒聽說‘龍顏大悅’麼？”
我這麼一忽悠，她還真不懂。中國人看字是
字，美國人看字是謎。

四、吃食
美國人從不吃什麼諸如風爪、豬蹄、魚頭

、排骨類的東西，就算有個別的吃，也是很
少。中國人愛吃，喜歡吃，講究吃。風爪味道好，豬蹄養顏、護膚、
促進S型美觀，排骨就更了不得了，生筋利骨還能補鈣。

美國朋友來我家，看我做的紅燒豬蹄、清燉排骨、蘑菇燒雞，吃
了後，嘖嘖稱讚。味道好！味道好！可讓他們去買了自己做？不幹。

五、車飾
中國人的車子內一般都比較傳統，比如：中國結、紅繩子、小可

愛、公仔娃之類的裝飾物。美國人的車內，比較的OPENMIND，
酷點的是骷髏、槍彈，含蓄點的是新奧爾良的狂歡節珠子，掛的
越多，說明你在那個地方嗨皮得越爽，也說明你露的次數越多，
所以你得到的珠串才多。美國人，以張揚自我為驕傲；中國人，以

保守謙虛而自豪
。

六、洗浴
美國人，一般

都是早上洗澡。
洗個澡，神清氣
爽去上班；中國
人，一般都是晚
上洗澡。洗個澡，
乾乾淨淨的睡覺
。

剛來的時候，
我還是晚上洗澡
。日子久了，我早
上也洗，晚上也
洗。電話回家一
報告，媽媽說：別
洗多了，洗掉了
元氣還脫皮！這
麼一嚇，不敢多
洗了，可還是早
晚各一，改不過
來了……

七、遙控器
中 國 人 很 愛

惜東西，愛惜物
件。比如電視機

的遙控器，發現，真的只有中國人才在自家的遙控器外面還包著
塑料捨不得拆掉。美國朋友來我家，問“你的遙控器怎麼還包著？
”我說“因為可以保護。”他不說話，徑直給我拆了，說“這樣不是
更好用？那個沒用了是廢物，扔掉好了。”無語。

從此後，我家的遙控器不再包塑料了。認識新的移民熟悉後去
到他們家，我也告訴他們“那個不用了，沒有用。”

有的聽有的不聽。有的，還要補充一句“你，被美國化了吧？”
八、安全帶
我從來都不喜歡系安全帶，因為那讓我感覺特不舒服。特別是

，它斜斜的系過來，還緊緊的繃著胸部。坐我的美國朋友的車，頭
一件事就是囑咐我“系好安全帶了嗎？”而我，總是心不甘情不願
的系好，然後，還要補充一句“死不了。”

再然後，朋友就開始向我灌輸已經傾倒了N次的美國交通法
典，還有安全係數，諸如此類，等等，等等。當然我自己開車的時
候還是比較老實會系好的，因為加州的法律，被發現了是要開罰
單的。為了省銀子，只好認了。

九、剔牙
有一次，一個美國朋友問我，他說“我能問你一件事嗎？”
我“你說。”

“為什麼我在餐館總是看到有的中國人在吃完飯後剔牙時用
手遮著嘴？我們都是大大方方的剔牙。”
“……”
“怎麼了？”
“因為那不雅觀，中國人剔牙總是這麼擋著的。”
“哦，我還以為他們總是牙痛才捂著呢。。。”
“……”我沒說，心裡憋著，這個鬱悶，下次應該把話題移開。
十、容器
剛來的時候，我比較的節省，留了很多空瓶子。果醬瓶、飲料瓶

、紅酒瓶、雞精罐、黃油罐之類的，我看著好看的，比較大方、能盛
東西的，我一概留著，我裝水用。中國人，很喜歡把別的什麼容器
的，改造成水杯。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天才。

美國朋友來我家，看到了，問我“你曬著這些空瓶子都做什麼
用哪？”我“它們都是乾淨的，我都洗了，等他們幹了我裝水或者
其他。”他二話沒說就給我全扔垃圾箱了，還教育我“這些東西，
都是廢物了，你用完了就該扔掉，就算二次回收，那也得由專門
的工廠來處理。你這麼做，是極不衛生的行為！”心疼啊！那些我
攢了又攢的“寶貝”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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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一場通關遊戲
而是一座遠方的燈塔

中美教育的一個悖論
說到中美教育的差異，一個看起

來是悖論的現象特別引起我的濃厚興
趣：

一方面，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
礎扎實，勤奮刻苦，學習能力——特別
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域——超乎尋
常，在國際大賽中屢屢摘取桂冠，將歐
美發達國家的學生遠遠甩在後面。

另一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
術舞臺上的整體地位不高，能夠影響
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陳
，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學家獲得了
諾貝爾科學獎，難怪錢學森先生臨終
之前會發出最後的考問：為什麼我們
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與此類似的另外一個看起來也
是悖論的現象是，一方面，美國基礎教
育質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力不強
，就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和其
他國家——特別是和中國、印度——
相比，美國學生在閱讀、數學和基礎科
學領域的能力和水平較差，在各種測
試中的成績常常低於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
獨步全球，美國科學家的創新成果層
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術發展
的前沿。

一個水平很低的基礎教育卻支
撐了一個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體系，
這也許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詭的現象
之一。

在通常情況下，就整體而言，優
秀學生的基數越大，未來從中湧現出
優秀學者的可能性就相應越大。然而，
當下的中國教育正在驗證我們的擔憂
：優秀的學生和未來優秀學者之間的
相關性似乎並不顯著。如果事實果真
如此，我們就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
有效的嗎？這也促使我們反思：到底什
麼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
人們實現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
來越多的我們——無論是教育者還是
被教育者——已經漸漸忘記了教育的
目的。恢復高考以來的三十多年裡，我
們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來越快，
也越來越累，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問自

己，我們為什麼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變成我

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
的例行公事：教師上課是為了
謀生；學生上學在義務教育階
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
階段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
試；校長看上去像是一個企業
的總經理等等。凡此種種，無
不顯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
慢慢消失。

古代中國的教育實質
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和人生的
倫理學訓練。教育固然有其功
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
的一面：學生們通過反復閱讀
經典的經書來完善自己的道
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務，進
而服務於國家和天下蒼生。

科舉制廢除之後，基於
政治經濟文化的顛覆性變革，
中國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
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語言、學制和評估
體系。這一源於特殊歷史環境下的教
育體系尤其強調功利性的一面，即教
育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某種問題而存
在的：教育為了救國；教育是實現現代
化的工具和基礎等等。

到了當代，教育更加呈現出相當
顯著的工具性特徵：學生們希望通過
教育獲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她
）們能夠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增強他
（她）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
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如
果教育不能幫助他（她）們實現這些目
標，他（她）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教
育——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讀書無
用論”漸漸開始抬頭的思想根源。
中美教育模式的差異

反觀美國，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
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
附著于公民教育背後的產物。越是優
秀的教育機構，越強調教育對人本身
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機構，也依然
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質作為最根本的教
育目標。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最為盛行的美國，
在教育領域卻非常地“不實用主義”：
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教給學生的越

是些“無用”的東西，如歷史、哲學，等
等；越是優秀的學生，越願意學這些

“無用”之學。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

，和美國中小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
係。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

“產婆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育
是一個“接生”的過程，教師就是“接生
婆”，人們之所以接受教育是為了尋找

“原我”以不斷完善自身。也就是說，他
們認為，知識非他人所能傳授，主要是
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
領悟的。

所以，在美國課堂裡——無論是
大學、中學還是小學——教師很少給
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不斷提出各種
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
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大，但
很少被要求去背誦什麼東西。

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
、思考、辯論、體驗和領悟的過程，學生
在此過程中，逐步掌握了發現問題、提
出問題、思考問題、尋找資料、得出結
論的技巧和知識。雖然他們學習的內
容可能不夠深不夠難也不夠廣，但只
要是學生自己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
身難以忘記，而且往往能夠舉一反三。

與之相比，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

子“學而時習之”思想的影
響，老師把知識點一遍又
一遍地教給學生，要求學
生通過不斷地複習背誦，
使之成為終身不忘的記憶
。這種教學方式對於傳統
的人文經典教育是有效的
，但對於現代自然科學和
社會科學的教育而言，其
弊端顯而易見：學生的基
礎知識普遍比較扎實，但
也因此束縛了思想和思維
，喪失了培養創新意識的
機會。
中美“教育有效性”
的差異

從教育的目的和教
學方式出發，中國和美國
關於“教育有效性”的理解
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
，提高教育有效性的關鍵在於如何把
價值觀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
部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
為統一的高考錄取體制對基礎教育的
制約和影響，以及社會外部環境的變
化，教育的過程正在逐步被異化為應
付考試訓練的過程。

目前，這個過程正在向低齡化階
段發展。由於“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
比拼心理，對兒童的早期智力開發正
在進入歷史上最狂熱焦躁的階段。越
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
樂，不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教育提供
給人們的，除了一張張畢業證書外，越
來越難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
靈的平和。反社會的行為越來越嚴重。

政府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嚴重性，下決心通過大學考試招生制
度的改革來逐步扭轉這一局面。然而，
當下的社會輿論環境、公眾對於教育
公平的簡單理解和憂慮以及缺乏信任
度的社會文化心理，都進一步強化了
教育過程中對“選拔進程的負責度與
選擇結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進
而加大了改革所面臨的阻力並可能削
弱改革的效果。
為什麼要接受教育？

此外，正如儲蓄不能直接轉化為

投資一樣，上學也並不意味著一定能
接受到好的教育，學生所具有的扎實
的基礎知識如何轉化為提供創新思想
的源泉和支撐，也是中國教育界所面
臨的另一個嚴峻的挑戰。

我們之所以送孩子上學，並不是
因為孩子必須要上學，而是因為他（她
）們要為未來的生活做好充分的準備。
上學是一個人為了實現人生目標而必
須經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
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認識到你未
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人的一生雖然漫長，可做的事情
看似很多，但其實真正能做的，不過只
有一件而已。這件事就是一個人來到
世間的使命。教育的價值就在於喚醒
每一個孩子心中的潛能，幫助他們找
到隱藏在體內的特殊使命和註定要做
的那件事。

這是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家庭在
教育問題上所面臨的真正挑戰。和上
哪所學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
來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是更為重要
和根本的目標。回避或忽略這個問題，
只是忙於給孩子找什麼樣的學校，找
什麼樣的老師，為孩子提供什麼樣的
條件，教給學生多少知識，提高學生多
少分數，這些都是在事實上放棄了作
為家長和教師的教育責任。

實際上，一旦一個孩子認識到自
己未來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就會從內
心激發出無窮的動力去努力實現自己
的目標。無數的研究結果已經證明，對
於人的成長而言，這種內生性的驅動
力要遠比外部強加的力量大得多，也
有效得多。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人生不
是一場由他人設計好程序的遊戲，只
要投入時間和金錢，配置更強大的“裝
備”就可以通關。一旦通關完成，遊戲
結束，人生就會立即面臨無路可走的
境地。人生是一段發現自我的旅程，路
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來。認識到自
己未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就像
是遠方的一座燈塔，能夠不斷照亮前
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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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齡留學趨勢愈演愈烈，去讀美國高中該
如何擇校？寄宿，走讀？學費差距較大，哪一種更
適合中國學生？為了解決家長們的疑惑，新東方
前途出國助理副總裁，新浪五星金牌顧問盧巍
老師舉辦了分享講座，同時該講座也在“sina低
齡留學2”、“sina美國本科分享群”、“sina移民投
資群”等群轉播。盧巍老師給各位家長分享了美
高寄宿家庭的那些事兒，並解答了眾多家長的
問題。下面小編就來帶大家回顧本次講座精華。

首先，盧老師跟各位家長分享了美國走讀
中學和寄宿中學各類指標差異。在學術上，寄宿
中學的學術科目非常多，SAT平均分、學校指標
等要求比較高，同時升學率很高。

在學校數量上，中國人願意申請的或符合
中國家長需求的在170所到180所（共300所）左
右，大多歷史悠久，設施健全。而受到中國家長
青睞的走讀中學大概在2000—3000所左右（共2
萬所），走讀中學最大特點是參差不齊：各種中
學人數不一，課程設置也視不同學校而定，而且
沒有排名，家長擇校比較困難。

在活動上，由於住宿形式的差異，活動類
型、活動形式和時間安排差異很大。在寄宿中學
，學生以校園活動為主，根據自己的時間表和興
趣愛好安排活動時間，相對自主和自由。在走讀

中學，學生除了參加校園活動以外，還有機會參
加社區家庭活動，但在參加校園活動時，要根據
學校校車的時間、寄宿家庭的接送時間去安排
自己的活動。

在人數上，寄宿中學師生比例在1：7左右，
平均校園規模在300人左右。而走讀中學一般維
持在1：10—1：22左右。規模也是100人——1000
人，跨度比較大。

在費用上，寄宿學校整體費用穩定在6萬
美元—8萬美元，走讀中學在3萬美元—7萬美
元。其中的差異主要來自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
學費的差異，一部分是寄宿家庭費用的差異。不
過走讀中學家長的費用可選性大。

進入美國TOP30頂尖中學需要什麼條件
？

除此之外，盧巍老師提到：寄宿中學的申
請非常困難，託福至少在80分以上才有可能申
得到比較理想的成績。如果申請美國TOP30頂
尖中學，託福至少在100分以上才可能拿得到面
試機會。TOP30中學的錄取比例在10%左右。

至於走讀中學，盧老師認為其申請難度也
不小。需要一定的託福成績甚至SAT成績，但是
由於走讀中學數量多、範圍廣，所以也認可
TOEFL Junior等成績（滿分900分，相當於託福

73 分）。雖 然
SLEP 成 績 被
ETS 停掉了近
三年的時間，
但是現在很多
走讀中學依然
認可。

寄宿中
學國際留學生比例更大一些，TOP30頂尖寄宿
中學國際生比例達到18%到22%左右，而走讀中
學中國際學生比例在3%到15%左右之間，如果
孩子想選擇中國學生數量較少的學校，走讀中
學會成為不錯的選擇。

中國小留學生如何適應寄宿/走讀中學的
生活？

盧老師還和家長們聊了聊走讀、寄宿之間
的感受的差異，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人際交往。美國讀寄宿中學主要由老
師負責國際學生的日常。基本上孩子面對的群
體就是老師和同學，人際交往相對簡單的。而走
讀中學，孩子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去維護這樣的
家庭人際關係。

二、在飲食上，寄宿中學更多的是自助餐，
而走讀中學更多是家庭餐飲，孩子在寄宿中學
裡，主要遵守美國的法律、學校的校規。但是在
寄宿家庭中，還要額外遵守家規。但更多的家規
是幫助中國學生訓練獨立能力和感知美國文化
。

三、在語言提升上，寄宿中學更多是靠自
覺，因為學生在餐廳和學校宿舍是可以講母語
的。反倒是走讀私立中學，7×24小時的英文環

境更利於孩子的語言提
升，因為走讀中學國際生
比例很少同時回到家裡
也必須使用英文。

美高孩子的監護管
理該由誰負責？

在講座中，盧老師
還談及監護管理的責任
問題。她認為當孩子入讀

寄宿中學時，監護方依然是中國父母，但監護管
理權在寄宿中學的手中。如果孩子入讀走讀中
學，絕大部分的走讀中學都是跟美方機構合作
的。孩子入境美國以後，負責孩子的管理工作。
但真正的監護權依然是我們中國父母。

同時美國的監護方學校負責在校期間和
校車上的監護管理。寄宿家庭負責在寄宿家庭
期間和接送路上的監護管理。而託管方負責的
是安置寄宿家庭、協調學校與中國家庭、寄宿家
庭之間的事務，包括向中國的家庭彙報孩子在
學校和寄宿家庭的表現和情況等等相應的事務
。

什麼品質的孩子適合走讀/寄宿？
盧老師談到寄宿中學時，提出以下孩子較

為適合寄宿中學。
一、學術能力強。很多學校學術水平要求

高，孩子必須要有清晰的目標來自我安排，屬於
"學霸"型的。

二、競爭意識強。絕大部分頂尖寄宿中學
競賽活動非常多，競爭壓力很大。盧老師認為自
主溝通、協調和規劃能力強的孩子更適合。

除此之外，盧老師還說明了以下孩子更適
合走讀中學。

一、一些性格特別開朗、外向，善於與陌生
人交流，善於理解他人的孩子。

二、對生活、餐飲及美國文化適應能力強
的孩子。

三、性格比較柔和，對自己未來規劃不那
麼清晰，目標性不那麼強的孩子。
寄宿家庭中的中美文化差異

首先美國家庭認為國際學生既然到美國
來了，他們就是父母，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孩子
總去跟中國朋友和父母溝通。他們也期待孩子
更多地參與家庭活動。

其次，美國家庭要求中國學生完成自己的
事務，要做家庭勞動，而中國家長希望孩子不受
委屈，得到更好的呵護，美國的寄宿家庭沒有辦
法做到像中國家長那樣對孩子貼心的呵護。

最後，美國家庭要求孩子獨立自主，而中
國家長更傾向于主動關懷、關注孩子。

中國小留學生該如何中國小留學生該如何
適應美高生活適應美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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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孩子們除了上學，大部份
的課後時間都是在家裡渡過的。在國
外，小朋友們的生活環境比國內相對
寬鬆，特別是在小學，學校的競爭和功
課都很少，他們在放學後會有很多空
閒的課餘時間。如何安排好孩子們的
課外活動，是華人家長們在一起經常
談論的話題。

幾乎所有的中國父母，都是舔犢情
深的好家長，大家都從心底裡希望能
盡自己力所能及的精力和財力，讓自
己的孩子在課餘時間儘量多學些本領
,多參加些有益的課外活動。一般來說
，不管華人家庭地處美國東部還是西
部，華裔小朋友的課外活動應該少不
了這幾樣：
1.各種音樂藝術課

美國和國內的情況可能差不多，鋼
琴和小提琴是大多數華人家長讓孩子
們選學的主要樂器。和國內一樣，孩子
們上課學琴，也得靠家長們風雨無阻
地接接送送。大部份的華人家長，主要
是希望自 己的孩子通過學琴可以受
到一些藝術的熏淘，真正想讓自己的
孩子長大以後當鋼琴 家的家長其實
很少。但少數特別有音樂天賦的孩子，
有可能在成年後選擇上美國大學的藝

術系。我們這裡有一個中國孩 子，最
近就考上了美國某公立大學的鋼琴專
業。據她父 母講，這麼多年來，孩子學
琴時付出的艱辛，都可以寫成好幾本
書了。

由於鋼琴老師的水平高低不一，收
費標準也不一樣。孩子學琴前，選一位
合適的鋼琴老師，是件很費心的事。通
常來說，華人老師對孩 子們要求會比
較嚴格，進度也會快一些。而美 國老
師，主要是寓教於樂，他 們通常不會
像大部份的中國老師那樣趕進度，但
孩 子們卻很喜歡美 國老師的這種教
學方法，這真是有得有失。除了學琴，
小女孩子學跳芭蕾舞和中國的民族舞
蹈來做為一種形體訓練，也很普遍。
2．各種體育活動

游泳，滑冰，體操及各種球類，幾乎
是每個華人家庭裡的孩子，從小就畢
不可少的課外活動。通過這些體育活
動，孩子們不僅可以強身，還可以在運
動中學會和同伴們在集體裡如 何更
好 地相處，從而結識更多的朋 友，增
加自信心。在美國，一個體育不好的
孩 子，比較容易讓他的同學們和他疏
遠開來。相反，一個體育很棒的孩 子，
會讓他的同伴們認為他很棒。不管怎

麼樣，美國是一個熱愛運動的國家，體
育拔尖絕對是優勢。在我 們這裡，人
人皆知的 YMCA 經常是家長和孩子
們一起運動鍛煉的地方。此外，教堂
和社區也會有一些 體育鍛煉的設施
和場所。
3．學校內的各種課外活動

美國小學裡常見的課外活動之一，
就 是 GIRL SCOUT( 女 子 軍 ) 和

BOY SCOUT(童子軍 ) 了。
這是一個培養孩子們責任心
和集體觀念的一個校內團體
。從學前班到五年級，小 朋友
們可以隨時加入這個團體。
有 趣 的 是，不 同 年 級 的 的
GIRL SCOUT (女子軍 ) 和
BOY SCOUT(童子軍 ) 團隊
(TROOP)，使用的稱呼是不
一樣的。比如，學前班的女子
軍 叫 DAISY，高年級的就叫
BROWNIE。在我們這裡，這
些團隊的負責人，通常是由
家長輪流做。因為許多美 國
孩子的媽 媽都是全職在家的
家庭主婦，她 們的空餘時間
相對會多些，於是她們就成
了這些團隊的主要負責人。
美國家長們很熱心於這種有
益於自己孩 子又方 便別人
的活 動。在美國，中國媽媽全

職在家的比 較少(特別是大陸來的家
庭裡)，這些媽媽即使有參加這些活動
的想法，時間上也不允許。有時候，她
們會靠捐些款來禰補美國家長所奉獻
的時間。
4．數學閱讀提高班

大家都知道，數學和語文對孩子的
學業和將來的生活技能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這裡，有許多家長會把孩子送
到公文(KUMON)學校去提高數學水
平。KUMON 數學班的教學方法，很
像咱國內的題海戰術。孩子們靠大量
地反復做題來提高計算速度和數學水
平。他們很可能在一個月之內，會反反
復複地做那些很簡單的加減乘除。如
果孩 子們沒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正
確地通過所有的測試題，他們就只好
繼續停留在這個水平一直地做下去，
直到通過考試為止，才能升入高一級
的班。雖然KUMON裡也有閱讀提高
班，但我 們這裡的中國孩子去的 好像
不太多，中國家長們經常會帶孩子到
公共圖書館讀書來提高小朋友的閱讀
水平。
5.中文學校

海外兒童學中文，是讓每個華人家
長都會感到頭痛的事。對有些孩子來
講，學中文不是課外活動，簡直就是酷
刑。在美國大城市，通常會有華人辦的
中文學校，把孩子交給老師，家長的擔

子會輕一些。而在美國的小城市，因為
華人較少，可能沒有中文學校。在這些
地方，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就全靠家
長了。因為孩子們在學校天天講英文，
在那裡是沒有中文環境的，讓他們學
說中國話寫漢字，真有些像讓洋人學
中文那樣，很難，家長們得需要有極大
的耐心來督促輔導孩子寫作業準備考
試。在我們這裡，中文學校是我們當地
華人社區的一景。每個週末，來自本城
四面八方的家長們把孩子送到中文學
校以後，然後聚在一起聊天下棋做運
動，那些經商的華人，還可以趁機在中
文學校做廣告。從這個角度來說，中文
學校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華人家長們
社交的場所。

除了上述的德智體訓練，參加同學
的 生 日 聚 會 和 到 小 朋 友 家 過 夜
(SLEEPOVER) 也是能夠讓孩子們歡
呼雀躍的小社交活動。一般來說，適當
的課外活動，會陶冶孩子們的情趣，培
養他們快樂自信的性格。但課外活動
太多，肯定會引起孩子們的厭倦情緒，
接送孩子的大人也會累得夠嗆。如果
家長能根據自家孩子的具體愛好和興
趣，讓孩子有選擇性地參加他們感興
趣的課外活動，而不是和別人家的孩
子攀比，這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美國華裔小朋友的美國華裔小朋友的NN種種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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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团结之“根”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海外，华侨华人和华人社团遇到困难时，更应该
相互团结，同心协力。

“谁还没有点难处呢！刚到洛杉矶创业时，人
生地不熟，怎么去找便宜的办公室和摄影器材，哪
个律师事务所和税务顾问服务好，简直一头雾
水。”在美国洛杉矶从事影视工作的赵维央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后来，当地一些稳住脚的华商
朋友了解我的处境后，一起帮助我，真的是助了我
一臂之力。”

日前，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康涅狄格
大学一留学生不幸溺水，因大脑缺氧时间过久需
要立刻动手术，但是昂贵的医药费令其父母望而
却步。这件事引起了当地华侨华人的关注，大家

自愿发起募捐，慷慨解囊。
此外，华侨华人还联合举办维权活动、动员华

人参加选举投票等活动，共同维护权益。
从 2014 年加州华人抗议击退限制亚裔学生

入学的 SCA5 法案，到 2016 年全美华人声援梁彼
得案件，再到日前华人促使美国司法部调查哈佛
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涉嫌歧视亚裔学生的行为，华
人变得越来越团结，为了集体权益共同发声。

“我希望华人群体能够更加团结，遇到困难
时，要团结协作。遇到不测，大家互帮互助。遇到
不公，集体发声维权。”在英国约克生活多年的张
琼乐女士说。

凝聚之“魂”
“海外华侨华人一直都有相互帮助的优秀传

统。就菲律宾来讲，华侨华人在当地成立了同乡

会、宗亲会等社会团体。这些社团的成立，不但能
够促进乡谊，增进感情，最重要的是将大家凝聚起
来，彼此互帮互助，凝心聚力，共同发展。”菲律宾
华商经贸联合会会长蔡鸿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

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数量逐年增长，华侨华
人社团也达到2.5万多个。

“每当身边朋友遇到社会治安问题，我都希望
警方能够引起重视。如果华人不团结，就变成了

‘沉默的大多数’。”在法国巴黎生活多年的岳婷蓉
说，“针对这种情况，当地华人社团通过线上组建

‘治安防范群’，线下成立华人之家协会，共同解决
我们华人群体的治安问题，感觉华人的心越来越
齐了。”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指出，华人
社团成立的初心，就是团结、奉献、互助。希望海
外侨领不忘初心，以团结为重，共同为华人社区服
务，展现大国侨民的形象。新侨与老侨之间要团
结，新侨与新侨之间也要团结，形成合力，共同展
示华人社区的形象。

无论是华人群体还是社团，都要拧成一股合
力，凝聚在一起，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影响力。

互助之“力”
过去，海外护侨助侨的职能主要由华人社团来

承担，自2014年起，“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简称
“华助中心”）陆续成立，更加有助于华侨华人团结。

“华助中心”，作为国务院侨办 8 项惠侨计划
之一，首批 18 家“华助中心”2014 年在北京揭牌，
已在海外各地陆续落地。

9月 29日，第四批 15家“华助中心”在北京举
行揭牌仪式。随后，坦桑尼亚、阿根廷“华助中心”
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些“华助中心”植根于侨，凝
聚侨力，为海外侨胞答疑解惑，纾困解难，成为海
外一支为侨服务的新力量。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提出，服务侨胞的核心思
想就是调动、挖掘海外侨社内生动力，汇聚团结各
国侨社的力量，让每个遇到困难和风险、孤苦伶仃
的侨胞都能找到一个平台，在关键时刻向他们伸
出温暖的手。

目前，在国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的大力
推动和侨团侨胞的共同努力下，海外不同国家已
建立 60 个“华助中心”，这也是“海外侨胞的温暖
之家”。

“我认为‘华助中心’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我们
侨胞的关怀，也进一步促进了海外侨胞团结，让我
备感温暖。”在日本东京生活多年并得到过“华助
中心”帮助的孙晓檬说。

此外，多个“华助中心”通过开设官方网站，设
立微信公众号，组建微信群等，集中发布各个工作
组的服务信息，利用新媒体平台进一步宣传推广，
吸引更多人加入进来，进一步团结和帮助海外侨
胞。

华侨华人无论走多远，团结之“根”和凝聚之
“魂”都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海外华侨华人越来越团结:

本是同根生 共谱互助曲
张永恒 郝 源

日前，德国之声电台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留德华”企业家更

懂“团结就是力量”》的文章，引起了各国华人的大量转发。这篇文

章讲述了在德华人彼此相互帮助、共同解决困难、更好地融入德国社

会的故事，并呼吁华人把这种互帮互助的精神传承下去。

侨 界 关 注

先发优势十分明显

港口通常位于水陆交通的集结点和枢纽，在国际贸易与世
界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与会专家指出，纵观历史，经济
发达地区大多因港而兴。因此，在“一带一路”积极效果日益显
现的今天，如何利用好自身地理位置和先发优势便成为全球港
口城市的重要课题。

中国经济联络中心主任胡延新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
际港口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
推动港口合作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中国港口和企业走出去，参与国外重点港口的建设与运营，
积极融入全球航运体系，为共建陆海通道大联通作出贡献。

意大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加布里尔·亚科维诺指出，港
口的影响力是跨到海外的，即使跨境贸易有电子化的趋势，港
口城市依然非常重要。他说：“港口能够促进各大洲的交流，从
大城市到小城市都可以通过港口进行连通。特别是在‘一带一
路’倡议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能够连通地中海，也能够连
通中东，因此相关地区特别是港口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非
常重要。”

在研讨会上，不少来自世界各地港口城市的官员和学者都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这一倡议将为疲软

的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发展空间、发展红利，从而汇

聚起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的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陆海联动舞台更大

实际上，港口城市关注“一带一路”也与当前全球化面临的
挑战息息相关。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看来，尽管全球
化可能会形成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但将当前世界经济的种种问
题归咎于全球化本身并不科学。盛斌认为，当前世界各港口城
市重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有利于各地借鉴中国“开发
区”“经济特区”经验，从而实现世界经济所需要的“再全球化”。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跨国、跨区域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合作方向。
宋涛强调，港口城市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重要支点，加强港口城
市合作有助于建设通常、安全、高效的海上大通道，有助于国际
铁路、公路、水运联运的便利化，有助于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网
络，有助于形成陆地、海洋、天空、网络四位一体大联通。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副会长王禾认为，以港口为中心的合
作，还将带动连接港口和内地的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了区域内的交通网络布局，促进区域间的经贸合作。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只是做码头公司的业绩，而是要更大程
度地扩充经济开发区、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一个港务公司力图拓
展全球市场，必须扮演好的一个角色就是提升当地经济。”阿联酋
迪拜环球港务基团亚太区高级副总裁张大千说，“一带一路”倡议
为陆海联动提供了更大舞台，延伸了港务企业的投资方向。目前，
自己所在企业正在将业务从中东拓展至苏伊士运河，以服务非洲
市场。

战略对接前景广阔

2014年至 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
过 3 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20多个国家建设50多个经贸合作区，为有
关国家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未来15年，中国将进口24万
亿美元商品，吸收2万亿美元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
到2万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超过20亿人次。

如今，从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到土耳其提出的
“中间走廊”，再到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将
自身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颇钦·蓬拉军说，世界近八成的货物
都由水运完成，港口城市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而中国在港口发
展方面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因此，未来柬埔寨、越南、泰国都有
可能和中国建立更深入的港务联系。摩洛哥卡萨布兰市副市长
哈基玛·法斯莉表示，很多中国企业都选择通过摩洛哥进入欧洲
及非洲的市场。“一带一路”开创了新的合作机会，能够使大家都
获益，摩洛哥对此非常乐观。

新加坡港务集团东南亚区总裁陈家财表示，港口城市作为
经济发展动机和国际贸易的重要网络节点，是对外开放最前沿
的地带。作为国际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海运中心，新加坡长期
实施“贸易立国”方针，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经验和
专业知识，未来也将借此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合作。

各国专家聚津门 共谋合作开新局

“一带一路”为港口城市添翼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如今，世界上很多港口城市都日益重视参与“一带一路”。不久前，记者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港口城市研讨会”上发现，世界各地港口城
市之所以重视“一带一路”机遇，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倡议能够促使其发挥自身航运优势，满足其
国际合作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于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自身发展规划与“一带一路”积极对接，从
而使港口在自身建设之外实现更大的区域发展带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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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國際航空（AIR CHINA）舉辦2017
年冬春季產品推介會。中國國際航空（AIR CHINA，
以下簡稱國航）休士頓營業部行銷團隊於2017年11
月29日在珍寶大酒樓舉辦了國航冬春季產品推介會
。營業部副總經理繆晨與北美大客戶經理Ned Giz-
inski攜全體團隊成員向與會來自大休士頓地區十多
家最具影響力的機票代理、旅行社的數十名代表介紹
了國航最新機型、最新的服務產品等多項特色內容，
並同與會代表進行了多項互動和充分交流，獲得較好
回饋。

作為中國唯一的載旗航空公司，在國內乃至國際
一流的安全標準已成為國航開拓國際的一項品牌，並
且入選“世界500最具價值品牌”。依託以北京，上
海，成都三大樞紐機場構建強大的國內與國際航空網
路。

伴隨著越來越走俏的中美間旅行需求，國航也進
行了大幅運力增加：在2017年12月，國航開通洛杉

磯至深圳的直航航線，由波音夢想客機787-9執飛
。洛杉磯-深圳航線的開通，使國航的美中網路進一
步完善。國航在 2018 會繼續引進新機型：空客
A-350；大型寬體客機機隊的747-8機型，從傳統
的3艙佈局，改為4艙佈局：頭等艙，商務艙，超級
經濟艙和經濟艙，為旅客提供更舒適的飛行體驗和滿
足不同客戶群體的產品需求。

此外一系列的中轉服務也為旅客提供更佳體驗：
休士頓經北京至中國境內24小時中轉托運行李直掛
服務，行李無縫銜接；為頭等和商務艙付費機票乘客
提供免費的貴賓車接送服務以及在北京的進港貴賓室
服務。在北京中轉72小時內，指定護照持有人可以
享有免簽證服務（詳情請查詢官方網站資訊）。北美
呼叫中心電話800-882-8122，服務專業，快捷，每
週七天工作時間接聽來電提供服務保障。隨著國際化
戰略的推進，國航未來將在整個北美繼續拓展，為中
美間經貿文化交流貢獻自己的力量。

國航航線增加國航航線增加 新機型陸續加入新機型陸續加入 服務升級服務升級

銷售代表銷售代表Joanne HarveyJoanne Harvey與機票代理進行互動與機票代理進行互動。。

推介會現場推介會現場。。

國航代表與與機票代理進行互動國航代表與與機票代理進行互動。。 與機票代理進行互動與機票代理進行互動。。 銷售代表銷售代表Derek KongDerek Kong在進行產品推介在進行產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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