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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買房熱情高漲，11月成屋銷售總數
年化 581萬戶，創將近11年新高。
據華爾街見聞實時新聞：

美國11月成屋銷售總數年化 581萬戶，創將
近11年新高，預期 553萬戶，前值 548萬戶修正
為 550萬戶。

美國11月成屋銷售總數年化環比 5.6%，預
期 0.9%，前值 2%修正為 2.4%。

成屋銷售占美國房屋銷
售的90％左右。

美國全國房產經紀人協
會（NAR）表示，美國 11月成
屋銷售增幅超預期，創2006
年 12月份以來最高，意味著
美國住房市場擺脫遲滯困境
、並重拾增長動能。美國南部

遭受颶風Harvey和
Irma侵襲地區的樓
市持續復蘇。美國
南部地區在成屋銷
售市場占比將近一
半，11月份增幅達到
8.3%，東北部增長
6.7%，中西部也猛
增 8.4%，但房價猛
漲則造成西部地區下滑2.3%。

儘管近期有所上漲，但成屋銷售
仍然受到市場低端房屋長期短缺的制
約，導致部分首次購房者因為高價格
而選擇觀望。

以11月的銷售速度計算，現在的庫

存將需要3.4個月來消耗，創下歷史新低。6個月
庫存被視為健康平衡的供求狀况。

由于供應仍然緊張，11月份房價中位數同
比上漲5.8％，至24.8萬元。這是價格第69個月
同比上漲。相比之下，自金融危機以來，工資增
速一直難以突破2.9％。來源: 華爾街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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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車困擾各國都有塞車困擾各國都有
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 ((上上))

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來說，美
國最讓人表示無奈的不是它的政治，不是它的
稅收，也不是它的“多管閒事”，而是——堵車。
這些讓人不禁唏噓：來到美國，才發現錯怪了北
京~

去年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交通研究所和IN-
RIX 公司通過對美國城市交通道路車輛數量，
車行速度，駕駛人因交通堵塞多花費的上下班
時間，以及耗費的汽油金額做了詳細統計和研
究，調查表明，美國全國最大的100座大城市中，
有95座交通擁堵狀況惡化。

相比於三十年前，美國人花在交通上的時間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由於擁堵，在
高峰時間出行的人平均每年要在
路上多耽擱 42 小時，而在 1982 年
僅為 18 小時。耽誤的時間是過去
的一倍，而在人口不足 50 萬的城
市，這一數字翻了兩番。更怕的是，
在人口過百萬的城市，這一數據更
攀升至至少60小時。

報告預計到 2020 年，全美國的
堵車時間，平均每一位上下班高峰
的通勤者，將從 42 小時增加到 47
小時，而且這個數字還有進一步迅
速擴大的趨勢。

美國《時代》雜誌去年也曾列出
了美國一些堵車最嚴重的城市。其
中華盛頓居然出人意外地成為堵
車最嚴重的城市。居住在華盛頓地
區的人，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的時
間為 82 小時，由於堵車各種消耗
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為1834美元

。
我們粗略地按照一年260天的工作日來算，也

就是說，這些人平均每天得在路上堵車20分鐘。
。。看上去還真是一點也不輸帝都北京呢~

美國時間還真是不值錢哪~~我們來感受一下
2015年最堵城市排行榜前十：
（小時：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時間；金額：每年因
堵車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
1.華盛頓地區：82小時，1834美元
2.洛杉磯地區：80小時，1711美元
3.舊金山地區：78小時，1675元

4.紐約市：74小時，1739元
5.加州聖荷西：67小時，1422元
6.波士頓地區：64小時，1388元
7.西雅圖：63小時，1491元
8.休士頓：61小時，1490元
9.芝加哥：61小時，1445元
10.加州河濱市—聖伯納汀諾市：59小時，1316元

而在USA Today今年出的最新交通報告中，
洛杉磯，舊金山，以及紐約，這類超級大城市，不
負眾望，勇奪前三。。。

造成美國堵車的原因大大小小有諸多，究其
主因，有這麼幾點：

1.美國就業率上升與日益嚴重的堵車有
密切聯繫。美國經濟開始好轉後，就業崗
位大幅增加，這就意味上下班高峰期公路
上出現更多的車流人潮。隨著經濟發展越
來越好，人民的生活質量水
平也會越來越高，汽車的銷
售量因此也會越來越大，擁
堵的問題則一年比一年糟糕
，再好的經濟也並不會在短
期內讓道路壓力好轉。
2.美國幾乎人人都有車，因
此美國公路上的車流量巨大
，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交
通事故的頻發。而每當出現
道路交通事故，或是惡劣天
氣，公路都會臨時封鎖而造
成堵車。特別突出的事件就
是前幾年賓州大雪，一條高
速路堵車甚至長達十幾個小

時。另外，當路遇繁忙收費高速公路，沒有通行
證而需人工繳費時，堵車現象也是隨即而來。
3.美國西部和南部由於發展迅速，堵車現象的增
長其實最為明顯。原先地廣人稀的美國西部和
南部，城市都鋪得很開，住處離市中心很遠，出
門全靠汽車。而地鐵等捷運工具一時又建不起
來，當人口迅速增加時，塞車也就不可避免了。
4.高速公路修路也是導致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
一 般美國的公路修路，都會封閉至少一條的車
道，這就大大限制了汽車的行駛速度和流量。另
外，美國人修路不像中國人那樣加班加點，起早
貪黑。在中國一年能完成 的公路項目，在美國起
碼得花上3到5年。美國的施工更多的是與普通
上班族同步，別人上班，修路工人也上班，別人
下班，修路工人也下班，而且經常施工現場的 臨
時隔離墩也不撤走。(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71219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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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第一次購房是件非常令人興奮的
事情，在這種情緒下，很容易被房子的外觀和
建設所蒙蔽從而做出草率決定，比如：漂亮的
花崗檯面、硬木地板、帶圍欄的後院等等。

在目前房地產市場競爭更大的環境之下，
能夠購買到最理想的房屋，可能是一件很艱巨
的事情。對于首次置業人士來說，如果做錯了
一步，可能會後悔一生。9項首次購房時最常犯
的錯誤，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1、超出預算
每個首次購房者都有這樣的感受，比如：

“我的預算是買40萬的房子，但那個45萬的看
起來更令人喜歡。人們總是想要他們負擔不起
的東西，也總有這樣的房產經濟人非要說服人
們去買不屬於他們檔次的東西，所以“首次購
房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嚴格按照預算購
買。”

2、未準備好在現金市場中競爭
並不是每個房地產市場所具有的競爭力

和昂貴的價格能夠與紐約、洛杉磯和三藩市灣
區相比。這些地區的住房價格過高，遠遠超出
供求，最常見的是以現金收購交易。不過，考慮
到未來幾年，業界預期抵押貸款利率和住房價
格將繼續上漲，對于準備置業的人士來說，提
早做出財政的準備是十分重要的。

購房者必須做出最快的決定，因為市場不
斷地升溫，而較低價房屋的銷售時間很快。資
深房產顧問說，很多首次置業的人士都很急躁
，但是，購買房子如同找工作。都需要時間來準
備。因此，當理想的物業出現時，就應及時下手
，以免錯失良機。

3、過度相信網上貸款的資訊

雖然許多信貸顧問和財務顧問也提議買
家上網查核按揭問題，可以查看所購買的城市
和縣的資料，是否有資格獲得VA貸款和FHA
貸款，但是，直接與貸款人會談可以更加清楚
明白到貸款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根據買家的
資格，抵押貸款公司的運作和當前的市場經濟
而有所不同。

根據會計師事務所的一項調查，雖然有一
半的借款人聲稱掌握基本的貸款條件和條款，
但是，還是有近一半人表示誤解了有關的費用
，條款和業權的費用。因此，與不同的信貸顧問
交談，才能感受到相似類型的貸款之間的差異
。有的公司不會收取手續費，但是，隨後的利率
較高。”所以請您擦亮雙眼，多諮詢多看，千萬
不要為了蠅頭小利而被欺騙。

4、過度相信網上列出的
房屋價值

當上網查看房屋價值和街區時，不同房地
產網站的資訊，例如Zillow和Trulia，給購房者
的房屋價值出現錯覺。如果買家在網上看到的
財產價值為110萬美元，然而，其實際的市場價
值為130萬美元，這將會造成財政損失。

因此，應該花更多時間與瞭解市場或多和
專業人士交談，才能夠準確得悉每一天的市場
價格。其次，駕車巡視周圍的居民區，也是一個
不錯的做法。有些房屋可能被其他建築物遮擋
，變成較黑暗的街區，那就更不值錢。

5、為等待更優惠的利率
拖延購買進程

美國信用社協會負責經濟學和統計學的
副總裁邁克•申克指出，如今3%的可調利率

正處在最低點。如果真的打算買房，可以要求
貸款公司提供可調利率貸款，而非固定利率貸
款。

6、缺乏長遠思考
搜索新房子時，買房者很容易得意忘形，

並且忽略一些關鍵資訊，例如房屋所在社區，
當地未來發展和房屋再出售的價值等。作為一
名初次購房者，短期內再次出售房子很可能不
是考慮重點，但應當加以考慮。購買第一處房
產時，您要確定，萬一自己的計劃發生變化，您
能在5年內輕鬆的把它賣掉。

儘量避免購買那些超級漂亮或者古怪的
房子，除非您在經濟上十分寬裕，能夠負擔的
起這些額外的費用。您還需要考慮購買某處房
產的長遠影響，如果房屋所在社區正處在重新
開發的階段，房屋可能會在近期升值。如果您
時懷著升值願望購買一些較為老舊的房屋，那
麼，您就要為這項投資承擔一定的風險。

7、作出情緒化決定
儘管房屋適合與否取決于個人喜好和承

受能力，但是在簽署購房合同前，購房者需要
把情緒和決策分割開。僅僅因為喜歡房子的建
築風格就忽視發黴的地下室或者吱吱嘎嘎的
地板會讓買家在未來花很多冤枉錢。花點時間
進行仔細計算，並且為每一處房產列出優缺點
，用一種客觀理性的辦法來作出購房決策。

請記住，無論是房產經濟還是親自上陣的
房主，都會運用各種行銷策略向潛在買家推銷
房產。這時，請您多聽取不同意見，但也需要做

好 功 課，這
樣才能確保
自己在未來
幾年內都會
對將要購買
的房子感到
滿意。

8、忽視隱藏費用
除了月供外，購房者還需要考慮房屋維護

、設施和房產稅等費用。如果買的是老舊房屋，
很可能最終需要花錢進行維修和翻新。此外，
還需要考慮房屋維護和房產稅等額外支出。

房貸商或者房地產中介不一定會提供這
類資訊，因此，購房者需要自己搜尋此類支出
的資訊，可以讓驗房師提供一張近期需要處理
的已有或潛在問題清單，還可以考慮諮詢本地
區的裝修專家或者建築師，為可能的翻修和房
屋改善計劃估價。此外，不要忽視搬家成本，買
房者可能還需要購買額外的家具來布置更大
的生活空間。

9、期望房屋將來會增值
許多首次購房人士投入畢生積蓄，希望將

來5至7年之後，再出售房屋以賺取更大的利
潤。專業經濟學人士分析說：“2000年期間，很
多人因此而損失慘重。當然，如果購房的金錢
相當于支付房租，這可以是很大的保值資產。”
事實上，購買房子之後，有大量的金錢投資，從
修剪草坪到緊急維修等，這些費用有可能比租
屋更為昂貴。(文章來源：網絡)

I/房地產專日/171209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首次購買美國房產應避免哪些誤區首次購買美國房產應避免哪些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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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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投資方法也有一些風險。最大的風險是租客不足
或乾脆沒有租客，其次是碰上了壞租客。北美的法律會使你對那
些不付房租的房客束手無策，如果他們有什麼你不可以趕走他
們的正當理由，如失業，生病等的話。碰到這些情况，你就會面臨
負資金流的問題。

另外，出租物業的管理也是一個麻煩事。廁所堵了，屋頂漏
了……諸如此類事總是層出不窮，可能你會在睡夢中被叫醒去
掏糞，或在游輪上接到房子起火了的消息，總之，你必須為此付
出很大的精力和時間，有時很掃興甚至如逢雷劈。假如你不想這
些麻煩而去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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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p-
p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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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大的
信息源，很多時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多數的情况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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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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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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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他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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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
shi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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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於非流動性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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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領路美國房產

美國房地產賺錢方式非常多非常多
不僅僅是出租不僅僅是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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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10月房屋開工跳漲至一年高位，因近
期南部颶風造成的影響減退，且該地區社區開
始進行洪災後的重建工作。

2017年2月15日，美國加州聖迭戈，工人們
在建造一座獨棟房屋。REUTERS/Mike Blake商
務部周五公布的10月房屋開工大幅反彈，也受
到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開工強勁增長推動。

整體復蘇勢頭可能緩解對樓市的擔憂。自
第二季以來，樓市活動一直拖累經濟增長。該數
據加上之前的就業、製造業和零售銷售數據，表

明年末臨近之際，經濟增長動能強勁。
“建築商在建造房屋，這暗示對未來經濟信

心增強，”三菱日聯金融集團(MUFG)首席分析師
Chris Rupkey表示。

10月經季調的住房開工增長13.7%，年率升
至129萬戶，這是2016年10月以來最高水平，也
是10年來第二高水準。9月數據上修至113.5萬
戶，前值為112.7萬戶。

8月末和9月初德州和佛羅裏達州遭遇颶
風哈維和伊爾瑪侵襲，之後南部房屋開工活動

驟降。南部占美國住宅建
築的近一半。

路透調查分析師原本
預期10月房屋開工年率增
至118.5萬戶。

PHLX 房屋股指數在
美股整體疲弱的情况下逆
勢上漲0.5%。

美國較長期公債價格
上揚，美元指數下跌。
**建築商信心觸高位**

10月南部住房開工飆
升17.2%，至年率62.1萬戶；
獨棟房屋開工增長 16.6%
至2007年以來高位。中西
部和東北部房屋開工也上

升。
“建築速度比颶風侵

襲前更強勁，表明災後恢
復帶動的房屋建築增長
勢頭可能在第四季已經
開始，”富國證券資深分
析師Mark Vitner表示。

10月住房開工增長，
結束了連續三個月的下
降勢頭，分析師因此預計
第四季樓市將對經濟增
長做出貢獻。

周四公布一份調查
顯示，11月建築商信心創
2005年7月以來第二高，
因對當前銷售情况及買
方需求旺盛持樂觀看法。
但建築商仍抱怨缺少可用于建築的地塊及材料
價格昂貴。

東北部獨棟房屋開工下降22.4%，西部下降
7.7%，中西部則增長7.8%。獨棟房屋開工自2月
創近九年半高位後就減速。

上月多戶房屋開工激增36.8%至年率41.3
萬戶。

10月房屋建築許可增加5.9%至年率 129.7
萬戶，為1月以來最高。獨棟房屋建築許可增加

1.9%至2007年9月以來最高，多戶房屋建築許
可跳增13.9%。

住房完工率增長12.6%至年率123.2萬戶，為
2008年2月以來最高。

房屋中介估計，住房開工和完工量需在
150-160萬戶之間才會填補庫存缺口。

五戶或以上房屋完工率上月激增37.9%至
1988 年 4 月以來最高。獨棟房屋完工僅增加
2.6%。
來源: 路透

建築許可亦增加美國美國美國101010月房屋開工創一年高位月房屋開工創一年高位月房屋開工創一年高位

外國買家持續在美國住宅房市投
入大筆資金。據CNBC報道，自去年4
月到今年3月，外國買家在美國置產
的總金額再創新高，達到了1530億美
元，而中國人仍是美國地產的最大海
外買家。

日前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美地產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tors）的數據顯示，海外買家在過去一
年中，共在美國購置了價值1530億美
元的房產，比前一年大幅增長了49%，
創下了自2015年以來的新高。這些買
家包括持有綠卡的居民和非常駐居民
。

數據顯示，海外買家占全美現房
總銷售額的10%，占全美現房銷售數
量的5%。自去年4月到今年3月這段
時間內，外國人買走了28萬4455套住
宅，比此前一年高出32%。其中一半房

產位于佛州、德州和加州。
全美房產經紀人協會首席經濟學

家勞倫斯•雲（Lawrence Yun）表示，
由于美元對比多數外國貨幣的強勁表
現，該報告呈現的增長與預期不符。

“令人意外的是走高的美元匯率意味
著更高的成本，" 勞倫斯•雲推測其中
來自中國和加拿大的外國買家，由于
本國房價在過去一年的飛速上漲，正
通過在本國名下房產的增值獲益來購
買在美國的第二住宅。

儘管數據顯示來自加拿大的買家
人數激增，但仍不足以對中國買家的"
寶座"產生威脅。今年是中國人連續第
四年占據榜首位置。排在第二的是加
拿大買家，第三是英國買家，第四和第
五名分別是墨西哥和印度買家。全美
地產協會經理 Adam DeSanctis表示，
墨西哥買家涌入可能顯示，更多墨西

哥人希望趕在川
普的移民政策正
式成型之間，在
美國置產。

總的來看，
墨西哥人更傾向

與購買較便宜的房屋，墨西哥買家平
均為每套住房付出32.7萬美元，而中
國買家為每套房支付的平均價格則為
78.2萬美元，印度買家則是52.2萬美元
。此外，墨西哥買家更喜歡在德州置產
，而中國買家則更傾向與加州。

CNBV報道稱，由于中國加強資金
外流管制等因素，中國買家在加州置
產的平均價格從此前的93.7萬美元下
降到了78.2萬美元，但購買房屋的數
量則從此前的29000個大幅攀升到了
41000個。

不過全美地產協會也預測，雖然
國際買家在去年下半年的購屋熱情仍
然高漲，不過由于中國的外匯管制政
策開始執行以及一些國家的貨幣出現
貶值，今年的外國買家數量或出現下
跌。來源: 美國中文網

外國人買下外國人買下15301530億美國房產億美國房產
中國買家最多中國買家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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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另一面 美國：快樂
背後競爭無處不在

近年來，隨著國外教育信息
渠道越來越多樣，越來越多的
中國家長似乎覺得“國外的月
亮”更圓——發達國家的教育
公平又高質，發達國家的學生
和家長沒有學業之憂，學生能
夠快樂、輕鬆地進入大學，成為
社會精英。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從學生
到學校，從區域到國家，世界各
國都存在考核與競爭，發達國
家也不例外。例如，美國的公立
學校有打分和排名，家長也要
面臨擇校和搬遷的問題；日本
的學生要在節假日趕往補習班
，以保證優秀的學業成績；英國
各類學校存在著“價格”和“質
量”的差異與競爭，少數重點學
校也有嚴苛的入學要求。

本版邀請對發達國家教育有
親身體驗或深度研究的學者和

專家，解析他們親歷與觀察的
國外教育，從不同角度還原發
達國家的教育真相。

美國：快樂背後競爭無處不
在

提起美國基礎教育的特點，
很多國人的第一反應是學生沒
有課業之憂，家長沒有擇校之
虞，其實並不儘然。在美國生活
幾年，就會發現很多與原來的
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教育現象
。
擇校並非個別現象

由於美國實行就近入學政策
，擇校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選
擇社區。

購買自己的住房之前，美國
家長，特別是亞裔美籍家長，會
很用心地選擇即將居住的社區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就是社區是否擁有高質量的中

小學。具體而言，美國的家長在
選擇新居前，會關注提供中小
學教育質量信息的網站，上面
列有對各州中小學教育質量做
出的滿分為 10 分的評價等級，
並以此作為擇校的參考依據。
一般來說，擁有好學校的社區
房產價格遠遠高於平均房產價
格，但不妨礙學生家長趨之若
鶩。選擇社區在某種程度上來
說就是擇校。

眾所周知，教育經費對於學
校的質量來說至關重要，充足
的教育經費意味著精良的教學
設施和優秀的教師隊伍。美國
私立學校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學
生的學費、私人捐贈以及基金
會資助，而公立學校的經費來
源則主要是各級政府的撥款。
按照美國的教育經費分擔辦法
，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經

費很大一部分來源於社區的稅
收，所以，居民納稅多的社區的
學校就能夠獲得比其他學校更
多的教育資源，從而保證學校
擁有更高的教育質量。

一般來說，好的社區擁有好
的治安條件，多數居民有較高
的收入，繳納高額稅收；高額稅
收為當地學校提供了充足的經
費，使學校能夠聘請高質量的
師資並提供高水平的教學設施
，從而保證學校較高的教育質
量；反過來，高質量的學校又吸
引更多高收入人群來社區定居
，從而增加了稅收的數量，形成
了經費與質量之間的良性循環
。

快樂教育只是局部表像
掩蓋了很多家庭為孩子

擁有光明前途付出大量時間、
精力和金錢的事實。

美國的確存在很多
隨遇而安的學生，在校
平均成績（GPA，是美國
學生在校的平均成績，
滿分為 4 分，如果學生
選修難度係數大的課程
並通過考試，也會得到
4 分以上的成績）從來
沒有超過 3 分，高中畢
業之後或選擇上社區大
學，或選擇直接工作，毫
無壓力輕輕鬆松地過日
子。據筆者觀察，這部分
學生中，父母沒有受過
高等教育的西班牙裔學
生占絕大多數。但是大
部分美國學生，特別是
亞裔美國學生，完全是
另一種狀態。

進入以常春藤大學
（簡稱“藤校”）為代表的
美國一流大學是眾多有
志學子走向成功的第一
步。熟悉美國大學招生
情況的人都知道，學業
成績並不是這些一流大
學招生的唯一標準，學
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是

增加被錄取砝碼的重要因素。
因此，為了能夠進入心儀的大
學，美國學生積極參加各種競
賽和社會公益活動，接受各種
特長訓練和培養，以增強自己
在申請大學時的競爭能力。

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一流大
學的招生要求也對美國基礎教
育階段，特別是初中和高中階
段的學生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
。

美國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方
式很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是參加學校裡的興趣
小組或運動隊，如國際象棋小
組，學校籃球隊等。

第二種是個人聘請教練或導
師來提高孩子的特長專業素養
。美國是一個崇尚競技的國家，
選擇體育項目作為孩子興趣培
養的家庭比例很高，包括不少
美籍華人家庭，為男孩子選擇
網球、游泳，為女孩子選擇鋼琴
、舞蹈的現象十分普遍。經濟條
件好的家長會為孩子聘請相關
領域的專業人士，對孩子進行
一對一的訓練和培養，條件一
般的家庭也會通過其他途徑尋
找資源為孩子提供必要的訓練
條件。同樣，除了支付不菲的學
費之外，家長依然要承擔接送
孩子參加比賽和演出的任務和
費用。

第三種是名副其實的補習班
。儘管美國大學錄取學生時很
看重學生的特長和領導能力，
但是文化課成績畢竟是基礎和
前提。為了在美國高考（SAT或
ACT）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不
少美國學生都選擇上專門的補
習學校，因為補習學校會針對
入學考試內容為學生提供講解
和模擬訓練。
中小學生並非一概快樂

高中的孩子學業壓力巨
大，其中很多痛苦不為常人所
知。

和中國一樣，美國的中小學
質量也並非整齊劃一。儘管美

國採取就近入學政策，但同一
學區內，進入質量好的公立學
校總是要排隊很久，進入可以
跨學區自主招生的優質私立學
校更是要經過嚴格的選拔。即
使幸運地進入了心儀的學校，
激烈的競爭也令很多孩子不堪
重負。

美國高中學生的負擔本來就
很重，不僅要完成規定的學業，
預選大學的課程，還要繼續自
己的興趣培養，進行公益活動。
越是在優秀的學校裡，更多出
類拔萃的孩子在一起，競爭尤
其激烈，其巨大的壓力使有的
孩子無法承重。最近連續幾年，
每年都有孩子選擇在學校附近
輕生。儘管校方採取了很多措
施，家長也積極配合，但能否中
止這個“魔咒”，目前還不得而
知。雖然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
還是可以看到美國中學生承受
的巨大壓力，顯然完全不是我
們印象中的快樂教育的結果。

那麼，為什麼美國的基礎教
育會給人快樂教育的印象呢？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制度設
計。美國基礎教育階段的課程
設置和要求充分遵從了學生心
理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在幼兒
園和小學階段，尊重兒童活潑
好動樂於探究的天性，給予學
生大量的時間去探索和接觸大
自然和社會，從中獲得基本常
識；在初中階段開始，加大課業
負擔，通過提供選修課等方式，
讓學生發現並強化自己的愛好
和特長，為學生的個性發展提
供選擇空間；在高中階段，在提
供選修課的同時提供大學預選
課程，滿足不同學習能力的學
生需求，同時為學生開放各種
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為進入
大學進一步深造或就業做好準
備。另外一個原因是尊重孩子
的個體差異，鼓勵孩子做最好
的自己。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71218A 簡



美國生活 AA77星期一 2017年12月25日 Monday, December 25, 2017

一、為誰而學：
美國教育告訴學生學習是自己的

事，讓學生自己去想，想學什麼東西，
因而學生一般學得主動、靈活、高興。
而中國的教育總是要事先給學生做出
細緻繁瑣的各種規定，該學什麼，學多
少，什麼時候學，該怎麼學等等，中國
的學生視學習為功利，因而習慣于應
付，學習是家長、老師的事情，是為升
官發財找工作而學，學得被動、教條、
無奈。
二、育人目標：

美國不太重視“基礎知識”的學
習，極其看重學生“創造力”的培養，因
而才會有美國白領不會算10減6等於
幾貌似“可笑”的事情發生，他們覺得
要趁孩子年齡小時抓緊培養創造性思
維，而中國教育特別重視所謂的“雙基

”，重在練“基本功”，不重視對學生創
造力和思維能力的培養。美國的學生
低分高能，中國的學生高分低能。因而
世界 500 強企業，一般不願意接收中
國學生，在他們看來，中國教育是培養
知識的奴僕，而不是在“育人”。
三、課堂：

中國的教育善於給孩子一個總
結，把學生教到無問題就好；美國的教
育善於給孩子一個啟發，把學生教到
能不斷提出新問題。中國的課堂要舉
手發言，美國的課堂鼓勵自由發言。中
國的課堂如果對教師的結論不同意會
遭受批評，而在美國的課堂上則受到
表揚。中國的課堂講紀律，美國的課堂
講人權。
四、師生關係：

在中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孩

子剛踏入學校就知道老師總
是高高在上，而在美國教授也
沒有什麼權威可談的。美國人
不承認權威。中國孩子盲目崇
拜老師，覺得老師總是對的，
中國的老師喜歡保持威嚴，不
苟言笑，美國老師很喜歡和小
孩一起聊天，是要好的朋友關
係。
考試制度不同
五、考試制度：

美國的考試經常是開卷
，孩子們一周內交卷即可，而
中國的考試則如臨大敵，單人
單桌，主監副監嚴防緊守。在中國，考
試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淘汰；而美國的
考試目的在於尋找自身存在的不足，
查漏補缺，以利於今後的發展。

六、班級人數：
中國雖明文規定每班不超過45

人，但鄉鎮及縣級學校班級人數平均
60人之多，法律並不能約束什麼。而在
美國，一個班的人數不超過 30 人，31

個人就屬於違反教育法，不同的是
美國人看重的是誠信——自我信譽
度，故不敢越雷池半步。
七、時間：

在一年中，中國中學生有8個
月是上課時間，每天11個小時左右
的在校時間。美國學生每年只有
1000 個小時左右。上學時間短、課
業負擔少，這是讓孩子做自己感興
趣的事，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安排
時間還能讓孩子學習自己安排時間
。
八、成績單：

成績在美國屬於“隱私”。老師
給家長看成績單，他只
給你看自己小孩的成績
，不會公佈全班的成績。
在中國，行政部門會想
方設法的公佈學校成績
。教師的考核也要看學
生的升學率、優秀率。學
生從一年級開始就在這
樣的機制下長達 12 年
之久，心理壓力之大是
顯而易見的。
九、教材：

美國的教材淺顯，對
孩子沒有嚴格的要求，
特別是數學，導致許多

的成年人離開計算機對數字就沒了概
念，連日常生活的計算都成了難題，看
之非常可笑，但是他們注重動手能力、
創新能力的培養。我國的教材一味的
強調夯實基礎，才導致機械重複的作
業一堆堆，其結果是造就了一批有一
批的高分低能的人才。
十、課外生活：

中國一般不太允許小孩參加真正
的社會活動。但在美國小學生一旦走
進校門就開始真正參與社會活動了。
美國的課外活動是學生自發參與，經
費也是大家共同出資、共同尋求贊助。
比如，8 歲的孩子會幫人家清洗洗衣
機，一次 8 美元，為別人演奏等等，把
賺到的錢拿來搞活動。當然並非所有
的活動都是為了賺錢，也有很多是打
義工的。美國讓小孩接觸社會環境的
方式非常多，他們認為教育即生活。

中美教育的十個最大中美教育的十個最大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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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中國小留學生蜂擁赴美，讓
美國公立中學、教會學校敞開大門，大
批小留中介、寄宿家庭應運而生，各地
為中國小留學生量身定做的私立學校
、國際學校更是雨後春筍。“不讓孩子
輸在起跑線”，已不僅是中國父母自發
或競爭所迫的心願，也成為美中兩國
全民參與的另類教育。但是，這股銳不
可擋的留學潮中有多少悲歡與沉浮的
故事？

中國小留學生蜂擁赴美
中國小留學生大批涌進美國南

加州，各地寄宿家庭如雨後春筍。接收
中國小留學生開闢寄宿家庭，近年一
度成為南加不少華洋家庭的“肥水副
業”，不過似乎愈來 愈多寄宿家庭發
現，生活形態與教育方式的落差，使他
們對中國的“小皇帝”、“小皇后”們難
以適從，曾經被許多家庭爭相競搶的

“香餑餑”們，如今不少變成“燙手山
芋”。

寄宿家庭1：非親骨肉分寸難捏
“八年前當聽說中國小留學生希

望學習美國文化，希望來家住一段時
間，我和先生二話不說，對中國小留學
生們充滿期待”，天普市退休白人教師
瑞塔表示，為歡 迎中國學生，她和家
人將自家房間收拾得一塵不染，每天
變著花樣烹飪各種美式食品，“希望中
國孩子不僅在异國他鄉學習美國文化
，也減少思鄉煩擾”。

“但似乎不少中國孩子不大願意
與人交流”，瑞塔表示，尤其是近年來
的中國小留，“常常整天將自己關在房
中”，她說，即便是大家同桌吃飯，她家
小留學生也常常一言不發，“最後變成
我們感覺就是陌生人住在家中，儘管
彼此相處不短時間，還是相當陌生，感
覺不是很舒服”。

但餐桌上惜言如金的小留學生，
回到自己房裏卻口若懸河，“常常深夜
兩、三點還聽到裏面歡聲笑語”，瑞塔
說，她和先生商量再三，最後決定“我
們不掙這錢了”。

“不舒服”的不僅是瑞塔一家。蒙
特利公園市陳先生表示，因為太太長
期賦閑在家，加上經不住國內當年老
同學再三求情，從四年前開始將家中
部分房間辟成“小留學生之家”，每人
每月 1,200元至 1,500美元左右，算是
家中收入不錯的副業。

“但你得忍受小留的生活習慣”，
陳先生表示，“吃完飯不洗碗”，“頭髮
掉一地不收拾”、“煮東西不看火”、“見
面不打招呼”、“出門晚歸不通報”，他

說，前後接待的小留學生將近十個，
“奇怪的是不少小留學生生活習慣驚
人相似”。

陳先生說，有次他太太從外面買
菜回來，驚見爐頭上炒鍋已燒得黃煙
直冒，鍋臺一塌糊塗，“如果不是早回
一步，屋子恐怕都要燒著了！”小留學
生後來承認，是自己放下麵條打電話
忘記看火。陳太太忍不住批評，小留學
生卻滿臉委屈的說：“我在家中從來不
用做飯！”

哈岡近年接待不下十個中國小
留學生的寄養家長朱太太表示，她感
覺中國的孩子們不少是“不食人間煙
火的金枝玉葉”，她家的小留學生女孩
，“床鋪地上全是東 西，鞋子在床上也
視而不見，如果大人不幫忙收拾，就這
樣一直亂著”，孩子就在“垃圾堆”上玩
計算機。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小留學
生和國內煲電話粥，作息時 間也顛倒
黑白。朱太太說，有次小留學生家長來
洛，她婉轉表達“半夜不睡對孩子健康
不好”，沒想到孩子媽媽答得爽快：由
著她吧。朱太太表示，小留學生家長
一 副信任不多的樣子，讓她感覺特尷
尬。

寄宿家庭2：若即若離想管也難
中國大批小留學生涌進南加州，

寄宿家庭幾家歡樂幾家愁，離開父母
羽翼的一些小留“無法無天”，曠課、逃
學、深夜不歸，寄養父母不知如何是好
。

“本來都是朋友幫忙，順便也增加
一點家庭收入，但現在那點收入，還抵
不上那份操心和擔憂。”

家住哈岡的邵太太三年前開始，
幫忙大陸的大學同學照顧來美留學的
未成年孩子，後來口耳相傳，大陸朋友
的朋友、同學的同學相繼將自己的“小
留學生”孩子送到邵家，幾年下來，邵
太太心得一大堆，“憂多于安”。

“按照寄養家庭合同規定，孩子出
門需經過寄養家長同意和安排，我們
必須對孩子們的生活、學習、安全負責
”，但現在，她這道封鎖線已全不管用，

“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寄養父母說了算，
是孩子說了算”。

邵太太家最近接待一個大陸 17
歲女孩，剛在東區一家高中入學不久，
就認識一個同是來自大陸的小留學生
，兩人很快陷入熱戀。

寄宿家庭聽聞風聲，禁止女孩晚
上外出。沒想到女孩為避開驚動寄養
家長，半夜裏從後院翻墻出去，因天黑
墻高，不小心跌傷前額。寄養父母問她

，她只說是不小心碰的。如果不是女孩
後來跟一幫小留學生朋友神吹時說漏
嘴自己的“遭遇”，寄養家庭可能永遠
都會蒙在鼓裏。

煩惱的寄養家庭還遠不只邵太太
一家。同住東區的劉太太和先生最近
一年多次被寄養孩子就讀的學校找上
門，請他們“務必對寄養孩子負責”，哭
笑不得。

“我天天早上8時準時送他到學
校門口”，但劉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他常常前腳剛走，17歲的寄宿小留學
生男孩後腳就被一名同在洛杉磯留學
的孩子接走，上游戲店、去KTV，或去
其他小留學生家打麻將，有時幾個小
留學生一起打出租車到South Coast
Plaza海買。按學校規定，每位同學一
學期請假不能超過十天，否則需出具
醫師證明。但這也難不倒這位小留。他
通過其他同學認識當地的一位華人醫
師，“每 次給60美元，換三天病假證明
”。

“我們做寄養父母的，真是左右為
難”，一位寄宿家庭太太表示，對小留
學生的問題，不能不說，但說重了，或
者孩子國內父母打電話來詢問，他們
馬上會給你臉色看，好幾天不理你。

一位寄宿家庭家長表示，學校明
文規定孩子不能抽煙，他們全家也從
來沒人抽煙，但最近後院時常發現成
堆的煙頭。詢問寄養小留學生，他剛開
始不承認，最後居然回答說：“我爸都
不管，你管得著嗎？”

一邊鞭長莫及，一邊無所適從，讓
小留學生對親身父母和寄養家長，若
即若離。
小留學生：文化加飲食現實落差大

今年中國農曆新年，南加中國小
留學生寄宿家庭曾驚爆“大陸爹媽找
不到留美孩”，嚇得兩岸家長魂不守舍
，最後卻發現是小留學生擅自飛回老
家，因為“過年想家”，更因為“忍受不
了美國生活”，不辭而別，不告而返，卻
不敢面對父母和寄宿家庭。

核桃市張先生小年夜突然接到
廣東老友徐先生電話，說是“寶貝女兒
失蹤了”，“我們除夕給孩子打了不下
20通電話，手機、學校、寄宿家庭，全
都沒有”。活 活一個16、17歲的孩子全
然不知去向，嚇壞了全家。張先生也急
得像熱鍋螞蟻，電話打遍洛城熟人，最
後終于從一位友人得知：“前兩天她說
想家要回去過年，我送她去的機場”。

兩、三個小時後，大陸老友再來電
話，“孩子找到了”，老友告訴張先生，

寶貝女兒確實獨自回了國，但擔心家
人不同意，先斬後奏，到了家不敢見父
母，只好除夕夜躲在自家車庫不上樓。

“女兒還說受不了美國，不回去了”。
徐先生16歲的女兒去年秋天到

南加留學，在聖塔芭芭拉一家教會高
中就讀，同行的還有兩位也是廣東女
孩。三個女孩同進同出，形影不離。不
料兩個女孩去年寒假回家，本來說好
假滿返校，卻臨時決定“不再去美國了
”，“因為受不了天天讀聖經，天天三明
治、炸雞和蔬菜色拉”。

無獨有偶，近年幫朋友接待過多
位中國小留學生的陳太太表示，她認
識的小留學生中，現在“差不多走了三
分之一”，有點跌破眼鏡。

她年前幫忙一位大陸友人的孩子
來美留學，進入哈岡威爾森高中就讀，
按家長意願住進了一戶墨西哥人家。
不久孩子卻打電話向她抱怨“墨西哥
寄宿家庭洗澡不關門”。

陳太太表示，她認識的小留學生
也有抱怨寄宿家庭管教太嚴，不輕易
讓孩子出門。有次一個孩子多次打電
話給她，請她幫忙周末接出去吃頓中
餐解饞，她給寄宿家庭打電話說明情
況，“但等到再想具體約時間帶孩子出
來，監護人再不接聽電話”。

寄養家庭的嚴格和一些小留學
生從小養成的寬鬆，似有很大落差，陳
太太表示，她朋友過來留學的孩子中
不少人來自富裕人家，“有次我去機場
接孩子，下來的兩 個全身都是名牌”，
陳太太說，一個女孩的行李包，大、中、
小全套都是大牌子。不少小留學生寒
假暑假更是一定回國，“買機票時，價
格連問都不問一下”。
小留學生2：五狗同吃飯三年沒好友

但小留學生中“一肚子苦水”的也
不少。

“我來美國三年，沒交到一個知心
好友”。來自深圳的陳同學表示，他來
美國時已是高中一年級，直接對接進
入這裏的十年級，“本地學生都開始衝
刺大學”，根本沒人注意他這個外國學
生。“我們這些外來人，自然只有小圈
子”。

語言自己摸索，文化自己適應，連
飲食都不能隨心所欲，而比“小圈子”
更無奈的是“中國小留”的標簽。陳同
學表示，他的班上大多數都是來自中
國的國際學生，本地學生雖是少數，但

“從他們的眼神和言談中可以看出，他
們根本看不起我們這些小留學生”。

“FOB(Fresh of boat)”已不是第

一次聽到，陳同學表示，有次他聽到一
幫本地同學正在討論中國小留學生，

“很有錢，但很傻”。陳同學表示，他身
邊確實有很多小留學生“花錢如流水
”，而他隻身一人來美留學，父母雖經
商有成，但自己“每月的零花錢不超過
150美元”。

但不管自己多努力，都感覺很難
摘掉這個“有錢而傻”的標簽，“挺難過
的”。

不到16歲即來美留學的另一位
陳同學表示，離開父母异國求學的最
大挑戰不是學業和語言，而是生活環
境。“當你感覺無法改變的時候，很難
過”。

陳同學表示，她居住的寄宿家庭，
是一對大陸和臺灣夫婦開辦的“小留
學生之家”。除了主人一家四口，還有
她和另外一位留學生，外加五隻狗狗。

由于主人對狗狗寵愛有加，“我們
吃飯狗狗就在腳邊轉悠”，滿屋的狗味
和狗毛，對從來沒有養過寵物的小留
學生是個不小的挑戰。

“最難過的是吃‘大鍋飯、大鍋菜
’”，陳同學解釋，寄宿家庭經常幾個菜
煮上幾大鍋，“每天加熱後再吃”，“常
常三、四天吃不完，不吃完主人不做新
菜，我們只能繼續吃舊菜”。

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中美文化差異大 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帶給美國寄宿家庭極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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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車困擾各國都有塞車困擾各國都有
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 ((上上))

作為一個在美國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來說，美
國最讓人表示無奈的不是它的政治，不是它的
稅收，也不是它的“多管閒事”，而是——堵車。
這些讓人不禁唏噓：來到美國，才發現錯怪了北
京~

去年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交通研究所和IN-
RIX 公司通過對美國城市交通道路車輛數量，
車行速度，駕駛人因交通堵塞多花費的上下班
時間，以及耗費的汽油金額做了詳細統計和研
究，調查表明，美國全國最大的100座大城市中，
有95座交通擁堵狀況惡化。

相比於三十年前，美國人花在交通上的時間

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由於擁堵，在
高峰時間出行的人平均每年要在
路上多耽擱 42 小時，而在 1982 年
僅為 18 小時。耽誤的時間是過去
的一倍，而在人口不足 50 萬的城
市，這一數字翻了兩番。更怕的是，
在人口過百萬的城市，這一數據更
攀升至至少60小時。

報告預計到 2020 年，全美國的
堵車時間，平均每一位上下班高峰
的通勤者，將從 42 小時增加到 47
小時，而且這個數字還有進一步迅
速擴大的趨勢。

美國《時代》雜誌去年也曾列出
了美國一些堵車最嚴重的城市。其
中華盛頓居然出人意外地成為堵
車最嚴重的城市。居住在華盛頓地
區的人，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的時
間為 82 小時，由於堵車各種消耗
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為1834美元

。
我們粗略地按照一年260天的工作日來算，也

就是說，這些人平均每天得在路上堵車20分鐘。
。。看上去還真是一點也不輸帝都北京呢~

美國時間還真是不值錢哪~~我們來感受一下
2015年最堵城市排行榜前十：
（小時：每年在路上額外消耗時間；金額：每年因
堵車而多支出的通勤費用）
1.華盛頓地區：82小時，1834美元
2.洛杉磯地區：80小時，1711美元
3.舊金山地區：78小時，1675元

4.紐約市：74小時，1739元
5.加州聖荷西：67小時，1422元
6.波士頓地區：64小時，1388元
7.西雅圖：63小時，1491元
8.休士頓：61小時，1490元
9.芝加哥：61小時，1445元
10.加州河濱市—聖伯納汀諾市：59小時，1316元

而在USA Today今年出的最新交通報告中，
洛杉磯，舊金山，以及紐約，這類超級大城市，不
負眾望，勇奪前三。。。

造成美國堵車的原因大大小小有諸多，究其
主因，有這麼幾點：

1.美國就業率上升與日益嚴重的堵車有
密切聯繫。美國經濟開始好轉後，就業崗
位大幅增加，這就意味上下班高峰期公路
上出現更多的車流人潮。隨著經濟發展越
來越好，人民的生活質量水
平也會越來越高，汽車的銷
售量因此也會越來越大，擁
堵的問題則一年比一年糟糕
，再好的經濟也並不會在短
期內讓道路壓力好轉。
2.美國幾乎人人都有車，因
此美國公路上的車流量巨大
，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交
通事故的頻發。而每當出現
道路交通事故，或是惡劣天
氣，公路都會臨時封鎖而造
成堵車。特別突出的事件就
是前幾年賓州大雪，一條高
速路堵車甚至長達十幾個小

時。另外，當路遇繁忙收費高速公路，沒有通行
證而需人工繳費時，堵車現象也是隨即而來。
3.美國西部和南部由於發展迅速，堵車現象的增
長其實最為明顯。原先地廣人稀的美國西部和
南部，城市都鋪得很開，住處離市中心很遠，出
門全靠汽車。而地鐵等捷運工具一時又建不起
來，當人口迅速增加時，塞車也就不可避免了。
4.高速公路修路也是導致交通擁堵的重要原因。
一 般美國的公路修路，都會封閉至少一條的車
道，這就大大限制了汽車的行駛速度和流量。另
外，美國人修路不像中國人那樣加班加點，起早
貪黑。在中國一年能完成 的公路項目，在美國起
碼得花上3到5年。美國的施工更多的是與普通
上班族同步，別人上班，修路工人也上班，別人
下班，修路工人也下班，而且經常施工現場的 臨
時隔離墩也不撤走。(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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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公共交通設施不發達的大部分美國地區，面對這
樣那樣的塞車之苦，人民當然也是不能忍了！應對政策簡單粗暴
狠。要麼早出晚歸，儘量避免堵車高峰；要麼辭職跳槽，找離家近
的公司；更有甚者，乾脆離開這個城市。但再多的對策，也難以遏
制民眾們對堵車的怒氣。

今年年初在美國德州奧斯汀南部的一條大街上，堵車司機持
棍互毆的事件一度引發全民關注。一名司機從後備箱取出一個
長木棍首先動起手來，另一名司機則手持棒球棒反擊。由此看來
，堵車引發的路怒症！並非中國特色呀~也還好沒有“德州特色
”——用槍…

當然，美國人為堵車的付出的代價並不是打架鬥毆這麼簡單。
據統計，美國每年因交通堵塞的直接損失達到上千億美元。拿著

納稅人的錢，當然要給納稅人好好辦事拉。其實為了
解決美國堵車問題，美國公路管理局也沒少動腦筋。
1.減少公路事故，以保證交通暢通。

美國公路建設非常重視公路本身的安全性。美國州
際公路往來車道之間的綠化隔離帶都很寬，有的達到
幾十米甚至上百米。另外，這些隔離帶一般都是青蔥
綠草或是遍地花朵，美好的植物和景致讓人心曠神怡
，有助於緩解司機的疲勞和緊張，從而有助於減少事
故的發生。

除此之外，美國州際公路還有一些十分人性化的設
計。比如佛羅裡達州的75號公路就建有專供野生動物
穿行的橋洞；高速公路上設計許多對司機的警示；每

隔一個路段，路上都會有一小段
坎坷路面幫助駕駛者集中注意力
，這些措施都能對提醒司機小心
駕駛。如果不幸出了事故，美國公
路一些兩旁還設有很多緊急救助
電話亭，以幫助儘快求救，同時還
能定位。這樣事故減少了，事故處
理速度有效提高了，使得交通更
為暢通，堵車現象也緩解了。
2.智能化發展，向車主及時提供交
通信息。

智能化的反展，也為交通運輸
提供了不少便捷。例如，Google地
圖會及時更新公路路況，用手機
app 就能一睹目前的實時交通狀
況，從而幫助人們提早瞭解交通
信息，避開擁擠路段。還有一些其
他的軟件，專門提供最佳路線方
案，人性化地告之用戶哪一條線路最不塞車
。而美國政府也已經積極開展了對智能交通
管理系統的建設。
3.鼓勵車輛共用Car Pool, 減少
車流。

減少交通堵塞，很多地方政
府認為根本是減少車流，於是
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比如在華
盛頓，政府呼籲人們多使用公
共交通工具，少用私家車。更安
排大巴在工作日專線接送職工
，如有意外事情必須臨時回家
的，還免費提供出租車。

還比如不少城市的城內主幹
道上都開闢封了閉式快車道
ＨＯＶ，允許乘坐超過一人的
車輛使用。還有的地方還為乘
坐多人的私家車提供優惠過路
費待遇，對單人車輛收費高於
雙人以上的車輛收費。

所以說，堵車之痛，並不是只有北京才有，“美國式堵車”也不
能與“中國式堵車”一概而論。只不過，因地制宜採取應對交通瓶
頸和道路管理軟肋的政策，確確實實是整個世界經濟發展不可
忽略的問題。

塞車困擾各國都有塞車困擾各國都有
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看看美國的塞車情況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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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中共十九大后的首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备
受期待，世界对2018年中国经济政策走向格外
关注。

这种关注，既源于中国自身发展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更在于中国为其他经济体带来的实
实在在的发展机遇，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活
力。

首先，中国带来了增长动力。5年来，中国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 30%，超过同期
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的总和，中国自身经济
总量占全球比重亦提高了3.5%。这意味着，中国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

从结构上看，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与技术
进步，发达经济体需要拓展新产业、新模式、
新服务，同时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发展

中经济体则希望尽快获得足够的外部要素，来
支撑自身实现经济起飞，展现“后发优势”。
此时，作为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实现平
稳转型升级无疑十分重要。一方面，中国居民
购买力提升为发达经济体提供了更活跃的庞大
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向海外投资并参
与要素全球化配置，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带去了
资金、技术、就业和需求。

其次，中国探索了发展经验。从粮食生产
能力达到 1.2 万亿斤，到天宫、蛟龙、天眼、
墨子、国产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再到 6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中西部和农村
教育加强……这一个个发展成就，不仅让中国
自身成为世界经济的“模范生”，更为世界其
他经济体提供了有益经验。

例如，中国探索出的“开发区经验”如今
就被越来越多经济体所借鉴。设立经济特区、
经济开发区或自由贸易园区，并将成功管理经
验加以推广，既能够抢抓发展机遇，让制度、
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优势实现集约利用，
实现快速发展，又可以减少探索风险对发展全
局的不利影响。

第三，中国提供了有效方案。如今，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一方面，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引发的种种矛盾不断出现，世界
经济需要可靠的新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全球
化发展至今，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结构需要跟
上。

对此，中国积极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设立了“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
路基金等一系列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为世界
各国弥合分歧、实现优势互补贡献了中国方
案。如今，这些方案正惠及世界。2014年至 2016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3万亿美元，相关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改革开放促进
了中国经济腾飞，中国发展也必将在进一步开
放中回馈世界。历史终将证明，中国发展的活力
将推动世界经济走进一个良性循环。

（作者为本报编辑）

中国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
■ 王俊岭

迎难而上：打破异国语言关

语言不通，几乎是所有当年到美国打拼的先锋们要渡过的一
个难关，而对肖潇来说，她能够很快克服这一难关是因为她早年
的一个经历。

肖潇说，她当时来到美国的时候，没想过读书，就在餐馆打
工，从早上10时一直干到晚上11时。才过了两个星期，最后清理
桌子的时候，她把一个不用的瓶子扔掉了，然而餐馆的老板娘说
她小姑娘长得很漂亮怎么就这么笨。“我就感觉好生气，可是听不
懂她说的是什么，也没法很好对应”，肖潇现在也忘记不了当时的
那种感觉，“我马上就辞掉了工作，因为受了刺激，就很想好好学
英文，以前一天背10个单词还老忘记，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
要挑战自己，看看什么是我的极限。”

不服输是肖潇的一个典型的性格，她说按照当时自己的水
平，如果每天就背10-15个单词，3年才能考托福，所以她就干脆
挑战自己，刚开始就定了每天 200 个单词的目标，后来加到 300
个、350个单词，3个月就以很好的成绩考完了托福。连她的朋友
们都觉得很惊讶，甚至怀疑是不是把别人的成绩加在了她头上。

肖潇的韧性再一次为她赢来了机会，后来的入学考试中，她
一次通过。28个申请人中，她的条件是最不好的，面试的时候老
师让她回答最让她值得骄傲的事情，她说的就是学习英语的契机
和过程，这一点让老师看到了她性格里的坚持和韧性，也赢得了
老师的肯定，并给她全额奖学金。

勇往直前：大胆创新做项目

与当年一同毕业的学生相比，肖潇对于知识的运用更加灵
活，这一点让她在实战中得到了肯定。毕业之后，肖潇的薪资几

次上涨，很快跳到了 10 万美元。后来被西雅图的一家公司挖走，
肖潇为公司创了很多历史纪录。

公司一个做了7年也没有拿下的项目，在肖潇接手并改进方案
后，直接拿下，成为公司的一个头牌产品。

“我做了 5 年，基本上把这家公司产品的问题解决了”，用她
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她学知识既能做到活学活用，又能有深
度。

对于肖潇来说，她更喜欢对一个项目不断做出创新。肖潇没
有沉浸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从公司辞职，去挑战自我，投身
房地产行业。

肖潇曾经将一个在别人眼里的“烂摊子”项目拯救过来。她
说当时是2009年，正是经济滑坡的时候，她投资的那个项目所处
的地方又比较偏远，连她的先生都不看好，而她就是靠灵活的手
段、创新的方法让项目起死回生。

“我请了一个经理，他是大学教写作的，会做慈善，人也特
好，还有很多文创活动的点子”，肖潇承认当时这个举动很有风
险，她是希望通过文创活动的形式吸引人们的关注，改变当地人
的消费方式。

肖潇说，他们做了很多和孩子有关的活动，免费给他们上
课，搞运动会，还给奖学金，给小孩子买礼物，这样一来，当地
人就很喜欢他们的文创活动，紧接着客源就来了。

“这个项目做完了以后，你就知道自己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应
变能力，自信心就会越来越强。”肖潇说。

对于肖潇来说，创新仿佛是一种本能，“我每去一个地方，我
每一个房子都要大动手术”。在她还没有投身房地产的时候，这种
能力就体现出来。

肖潇到西雅图入住刚2个多月，就为房子做了一个流水瀑布，
“我喜欢做项目是天生的，一看到一个项目我就能改，一有想法我
就行动”。

机缘巧合：邂逅神奇“肥皂湖”

一次去看房车公园的时候，肖潇邂逅了肥皂湖，“真的非常
美，而且我发现肥皂湖的水很特别，用了这个水之后，我第一次
感觉皮肤可以吸收空气。”

肖潇最开始只是买了一个小的度假屋自己来享受，但是她一
直在思考，这么好的地方，因为配套设施的欠缺，别人不能常常
过来，是没办法体会的。肖潇希望通过自己的投资和创新，为肥
皂湖做出一些改变，让更多的人能够便利地领略湖区的风景、体
会湖水的妙用，同时也可以帮助带动周边的产业，把整个小镇的
经济做好。

行动派的肖潇成就了神奇的肥皂湖。她在度假村中设计了各
式不同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两套不同的供水系统。一套将湖水
直接从湖里引入，过滤并加热，一套是当地的自来水系统。两套
系统春夏秋冬四季均可供客人泡澡和淋浴。

肖潇说，一年多前买入度假村的时候，酒店的内部破烂不
堪，到处是破损和灰尘，人站在地板上都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仿佛随时有穿破地板掉下去的感觉。而他们买入度假村后，翻修
所有的房间和建筑，新换地板，几乎所有家具和设备都更换掉，
有的房间还新加了 SPA浴池。为了维护酒店的历史，一些房间还
保留了古老的门把和历史的遗物，酒店的结构和外墙依然保持原
有特色。

尽管现在已经获得了很多成就，肖潇还是很谦虚地将它们归
结为是运气，“我很感恩，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很有运气，很有福
气，每次遇到问题的话，就有人来搭救你，真的是柳暗花明的那
种感觉。”不过有一点肖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她始终是一个不
服输的人，她下定决心要做好的事情，无论什么人，什么情况，
都打不掉她的信念。

商 界 传 奇

肖潇：

不服输成就神奇“肥皂湖”
崔依依 姜洁冰

在美国华盛顿州东部有一片神奇的湖泊，这

里常年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当风吹过湖面的时

候，岸边泛起层层白色泡沫，好似大自然吹起的

肥皂泡泡。这里就是知名的疗养胜地——“肥皂

湖”。世人之所以能够更便利地领略到这美妙风

光和享受到湖水特殊的保健功能，得益于肖潇不

服输的性格和独到的眼光。

图为肖潇和她的“肥皂湖”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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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供稿) 美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成立一周年慶典
活動於2017年12月15日晚上6點在休斯頓中國城錦江飯店
舉行，總會長高緒春先生攜同常務會長劉濤、何景旭、張宏
常、吳軍、蔣銳，常務副會長顧新成、劉妍，理事長Rich-
ard Qi，秘書長辛維克出席。慶典活動邀請中華總商會孫鐵
漢會長，豐建偉基金會主席、黃金心臟中心豐建偉醫師，德
州東北同鄉會張玉城會長，美南山東同鄉會房文清會長 ，
休斯頓川渝同鄉會卿梅會長出席慶典活動。

高會長在慶典活動致辭中指出東北總商會與東北同鄉會
一起，致力於增進中美友誼、兩岸和平與發展以及休斯敦地
區的各族裔人民的團結和繁榮。東北同鄉會在休斯頓哈維颶
風災難中湧現出無數的英雄人物和先進事跡。東北總商會未
來要在高科技、產業鏈、食品加工等領域有所作為。他說：
“休斯頓餃子的需求量大，沒有餃子加工廠，所有餃子都是
外來貨，休斯頓應該有自己的餃子生產基地，東北總商會正
策劃、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 東北總商會將會提供德克
薩斯州廣大的東北老鄉和企業創建經貿、工商、科技資訊、

投資項目、物聯網絡、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為一體的民間綜
合合作交流平台。東北總商會成立的目的是扶助在美華商，
為振興東北三省經濟發展服務。

中華總商會孫鐵漢會長在致辭中說：“今天晚上我們大
家很榮幸，在這裏參加東北總商會成立一周年慶祝晚宴，尤
其是我們中華總商會和東北總商會是兄弟會，我要特別祝賀
高會長，為休斯頓做了不少事，立了很多功勞，大家都見證
到了。在此祝東北總商會年年欣欣向榮，會務生意興隆，一
天比一天壯大。” 豐建偉基金會主席、黃金心臟中心豐建
偉醫師，常務會長劉濤、何景旭、張宏常、蔣銳，常務副會
長顧新成，理事長Richard Qi分別在慶典活動中致辭

東北總商會希望在德州的東北各界精英加入，共同為商
會發展獻計獻策，讓商會成為所有在美東北商人的家，積極
開展與家鄉經貿合作、項目推廣、人才招聘等各項交流，從
而搭建德州與東北三省的合作橋梁，為家鄉的發展貢獻一份
力量。

美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成立一周年慶典活動在錦江飯店舉行美國德州中國東北總商會成立一周年慶典活動在錦江飯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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