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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房產VS國內房產時
在房產投資上，中國投資者

愈來愈不滿足于國內房產選擇，
而更多地轉投于海外市場，其中，
美國房產屬於中國投資者最青睞
的目標市場之一。當美國房產VS
國內房產時，美國房產有何終極
優勢？

一、產權性質：永久產權 VS
70使用權限

國外大部分房產屬於私有財
產制度，而在美國購買房屋、包括
土地，都屬於投資者的私有財產，
產權更是永久性。而中國的住宅
產權是70年期限，即相當于花大
價錢，為自己和家人“租”來一套
70年的房子。

二、房產制度：制度完善 VS
有待完善

美國房地產投資市場已經歷
經多年，因此在制度方面較為完
善，有許多的第三方機構來協助
買賣房屋的進程，包括：估價公司
，房屋檢查，公證公司，銀行、以及
經紀人制度，產權保險公司等等，
能更有效地房屋買賣的公平合理
。

而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近十年
才剛剛起步，無論是中介制度還
是買賣過程，都存在許多問題。房
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遠超于實際
需求。

三、房屋價格：美國房價不
高，甚至低于中國

根據美國房產機構Zillow統
計數據顯示，目前美國房產價格
中位數是22.53萬美元（約合 150
萬人民幣），這個價格在中國大多

數城市中，都顯得平易近人。

四、支付傭金方式：賣家支
付 VS 多由買家支付

在美國房地產買賣時，傭金
一律由賣方負擔，屋主在委托經
紀人出售房屋時，就訂立了合同，
傭金一般在3-6%左右。當買主由
別的經紀人帶領來買房時，賣主
經紀人需分一半的傭金給買方經
紀人。而中國，大多數時
候的情况相反。

五、美元資產，抗風
險能力強

美元是全球範圍內
流通最廣的國際貨幣，
雖然目前美元地位有所
下降，但仍不足以撼動
其霸主地位。因此，投資

美國房產更具有抗風險的能力。

六、CRS來襲，資產保值增
值

2018 年 CRS 正式來襲，讓不
少高淨值人士的資產隨時處于暴
露的風險環境中，但海外房產不
屬於CRS的交換範疇，能較有效
地保障資產保值增值。
(取材網路)

美國房產有何終極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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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求學的留學生，除了在學校住宿、在學校外租房，還
有第三個選擇：住在自己家的房子裏。現在不少家長選擇買
套房子，讓孩子直接住進自己家裏，幾年後賣出房產，實現

“以房養學”的目標，將投資和子女教育無縫對接。
父母不在美國的話，當然是房子寫在孩子名下合適，那

麼問題來了，留學生身份也能在美國買房嗎？

「Q」 留學生身份可以在美國買房嗎？

「A」 留學生可以在美國買房，因為留學生都有中國護照和有
效簽證，而美國對于外國人在當地買房是沒有資格和套數限
制的。實際上，只要有中國護照，哪怕是人不在美國，也可以
遠程購房。

「Q」留學生在美國買房，必須得一次付清嗎
？

「A」 留學生一般持有的是F1簽證，而F1身份又分為F1和OPT
。假設是OPT並且已經有在美國的工作收入，即使沒有拿到
H1B工作簽證，也是可以順利貸款的。比如美國有一些貸款機
構並不設置零售端，市面上是接觸不到的，但是通過他們的
銷售渠道也就是貸款經紀人（loan broker）是可以拿到很多
很靈活的貸款項目，OPT完全可以操作。

單純是F1在校生身份，沒有在美國境內的收入，也是有
一些美國境內中資背景銀行可以給您貸款，他們不需要查您
在美國的收入，只不過首付比例會要求的更高，一般最低在
40%左右。其實首付放得多您的違約風險相對很低了，特別是
和中國投資者接觸比較多的銀行，一般來說是很樂意批給中
國投資者貸款的。”

留學生具有中國護照和有效簽證，就可以貸款買房，至

于首付比例、貸款利率的高低，則
要取决于有沒有工作收入。留學生
在OPT期間有工作收入可以和美
國公民享有一樣的首付比例和貸
款利率，否則則需要付出更高的首
付比例和貸款利息。

「Q」留學生在美國貸款
買房，選什麼機構貸款好
呢？

「A」 如果是只有F1簽證但沒有工
作收入的普通留學生，一般是選擇
華美銀行或國泰銀行。這兩家銀行
的首付要求是 40%，利率大概在
4.5%左右。如果是POT期間有工作
收入的留學生，選擇要更多一些，
比 如 第 一 科 技 信 用 聯 盟（First
Tech Credit Union）、Caliber Loans
等，首付可以低至10-20%，利率在3.5-4.25%左右。

在美國貸款可以選擇銀行，也可以選擇非銀行，它們各
有各的優勢。各個銀行和機構的貸款政策不一樣，美國各地
州又各有區別，而對于不同身份、不同資金儲備、不同投資訴
求的人，適合的貸款渠道也不盡相同。因此，應當選擇什麼樣
的貸款渠道，還是應該結合具體情况進行分析。

「Q」留學生申請買房貸款，都需要準備什麼
材料？

「A」 在美國買房辦理貸款，不同的銀行與機構要求的材料不
同，一般需要護照和有效簽證、在美國的收入證明文件、在美
國的信用記錄以及個人資產證明。如果沒有收入的普通學生
，則需要其他材料。

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留學生在美國買房，需要資金證
明，而由于外匯管制，建議提前至少幾個月將足夠首付款的
資金存在美國的銀行裏。這樣從看房到最後一步過戶手續都
會更簡單便捷。
(取材網路)

留學生身份可以在美國買房嗎？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是當之無愧的掘金寶地。
美國房產具有收益穩健、省時省力等優勢，在美國買房置業
是高淨值人群的必選項。但是既然是投資，風險就是相對的，
作為投資者一定要小心謹慎。給大家分享幾條美國房產投資
的需知事項，希望對正在為買房發愁或者擔憂的您有所幫助
。

1、該如何對美國房產出價
美國房產的信息是很透明，您看好一處房產後，經紀人

會幫助您做房屋的價格評估，估算這個房子在最近的市場交
易中的現在價值。

如果賣主的要價高了，經紀人就要幫助買家殺價。如果
要價低于市價，經紀人就要幫買主趕快搶下。有的時候有多
位買主都看上同一個住宅，為了得到住宅，可能要出比要價
高幾倍的價格才能行。

因此，並不是每一個房屋都要殺價，而是要看要價的高
低。重點是，買家要能正確評估房屋的價值，當然這需要一位
好的經紀人協助。

2、美國房產出租問題
很多買家擔心房屋無法出租的問題。其實是多慮了，沒

有房子是租不出去的。事實上，房子能否出租取决于業主
的租金是否符合租賃市場的價格。關鍵在于定價是否符合
市場。

3、投資美國房產需要考慮兩方面
投資美國房產有兩個方面需要考慮：一個是租金回報

率；一個是升值的潛力空間。後者比租金回報率更重要。
通常，房屋越貴的地方其租金回報率是比較低的。比

如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都是房價比較高的區域，由于這
些地區房價常常攀升，而對應的租金上漲水平跟不上房價
上漲的幅度，因而其租金回報率相對比較低。

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地方房屋升值的空間比其他租金
回報率高的地方要大，因為想要購買此類房屋的人數較多
，而買入的數量越多其房價就越高，這就是供需平衡。所以
在投資時，並不是購買低價格高回報的房屋就是最好，而

是要從兩方面同時考慮。
(取材美房吧)

投資美國房產先瞭解這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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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通過在Google，Yelp，Instagram，Facebook和微信等
公眾平臺投放軟文廣告和宣傳海報，

多角度大範圍提升店家知名度和影響力，
讓大量潛在客戶主動找到您，
顯著增加您的營業收益。

專業的技術，周到的服務，讓您省心放心！

ELEMENT BOX INC.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地址：10333 Harwin Dr. Ste 350,Houston,TX 77036

　創坊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還在糾結沒有客流量？
讓我們為您排憂解難！

立即咨詢：（832）239-5408.

市場營銷特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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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州的房屋買賣有各自制定的交易流程，東海岸
和西海岸的購房流程和規定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異，不
過絕大多數的交易步驟仍非常相似。現金買房六步走：

第一步
準備現金和銀行開戶。
考慮到國家的外匯管制政策，在買房時需提早準備好

你的首付資金，成交後可以按時轉到房屋交易指定的美國
銀行。你的銀行賬戶可以是美國銀行, 或者是在香港， 歐
洲等其它國家的銀行賬戶。所以買家親自來美國開賬戶或
者不來美國開戶都是可行的，關鍵是你的銀行允許你網上
大額美元轉帳或出具現金支票。如果您選擇親自來美國開
戶，需要準備好購房資金證明（國內銀行中英文版的存款
證明），開戶後設法快速匯入足夠資金。

第二步
通過經紀人找到合意房屋後，你需要簽署意向合同，

由經紀人遞交賣家。意向合同上面主要有以下幾項內容：
買方的出價 (Offer Price)

簽正式合同時需付的定金 (Cash Deposit)
房屋成交日支付的餘款 (Cash at Closing)
定金返還的退出保護條款，例如房屋檢驗
附屬內容，比如買方希望的交房日期

第三步
買賣雙方達成共識後，賣方會在最終的意向合同上簽

字確認價格, 接下來將同時進行以下步驟。
合同雙方簽字後，買家需在一定時間內（48小時）

交上合同裏寫的誠意定金，並交給中立的公證公司托管，
華盛頓州的購房定金最高不超過5%。這個錢以後會算進
房屋成交總價，如果談價失敗，定金會由經紀人退還。有
些房主還會要求提供買方的付款能力證明。

合同雙方簽字後，建議聯繫房屋檢查師，在賣方同意
的日期（通常為5到10天內）做房屋檢查。檢驗過程需要
幾個小時，一般1-3天之後得出報告。專業的經紀人一般
都會建議買家做房屋檢查，驗後沒有問題自然最好；驗後
有問題，也可有理有據再與賣方協商，或修繕或減價或中
止交易。驗屋結果無爭議後，交易最終敲定。

合同雙方簽字後，有兩個公司會聯繫你，一個是公證
公司，一個是產權公司，有時合二為一。這兩家公司一般
是由賣家經紀人在房子上市前就找好的獨立第三方公司。
公證公司主要負責文件簽字，交易費用、稅、產權保險、
水暖電氣賬戶的清算；產權公司負責產權調查，出具產權
報告和過戶。買家需要審閱產權報告以確保沒有問題。在
華盛頓州通常是賣方給買方購買產權保險。

第四步
在以上步驟都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在過戶前兩天或最

好前24小時，經紀人帶著買方再次查看房屋。確定自上

次看房到現在房屋無大的變化及損壞。

第五步
如果一切順利，在成交日大家辦理過戶手續。在華盛

頓州買賣雙方無需見面簽字，對于現金買方，買方簽字的
文件無需公證，所以可以不必到場，只需將簽字的文件傳
送給公證公司即可。

第六步
成交日，公證公司將公證過的產權過戶文件 Warran-

ty Deed 正式在郡一級政府登記過戶，拿到過戶記錄號。
然後買家可以從原屋主手中接過鑰匙成為房屋的新主人，
並在一段時間內（視政府的工作速度而定）收到正式房契
(Original Recorded Deed)。(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現金買房的六大步驟美國現金買房的六大步驟！！

買房是個很大的決定，並且是個人的決策行為
。此時欲購房者需要一位專業的人士幫助他做出合
理的購房決策，這無疑十分重要。

買房的交易過程十分複雜，每一步都十分重要
。在這個過程中往往要很多細節需要注意和處理，
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一些州政府規定之下，
交易過程中，出現了持牌經紀人，他是替賣方而不
是作為買方的你主張權利。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為
了維護好自己作為買方的權利，您也可以向賣方一
樣為自己選擇一位持牌經紀人，這時您的經紀人就
作為買方經紀人，為您向賣方主張權利。

經紀人合約的作用
買方經紀人的宗旨是保護消費者-廣大買主的利

益，這是美國房地產經紀界的一個重要的改變，對
二手房交易市場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1、房地產經紀人代理關係披露
當一個經紀人第一次面對面地與消費者談論買

房，賣房，或其他經紀服務是，經紀人要把一份稱
為“房地產經紀服務披露”的文件解釋並讓消費者
簽字。這份文件會把賣主經紀人是為賣主服務，買
主經紀人是為買主服務，下線經紀人不代表買主等
說明，同時也會有所謂的“居間”的情況下經紀人
的責任和義務。

這份文件是披露性質的，不是合同，如果經紀
人沒有讓消費者簽字，一旦有糾紛，經紀人在法庭
上就會敗訴。

2、買方經紀人代理關係合約
買方經紀人代理關係合約是一份經紀人與買方

的雇用協議，英文是Buyer Broker Agreement，是由
經紀人和買方簽訂，這份合約對經紀人和買方都有
約束，在一定程度上對買方的約束大一些，對經紀
人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

很多美國經紀公司的經紀人都會要求買方簽訂
這份合約，這時雙方表示互相信任且明確代理關係
。(文章來源：美房吧)

買方經紀和經紀人合約的作用買方經紀和經紀人合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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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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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Richmond 豪華寬敞大洋房，5房6浴，三車庫，私人泳池，65,000平方呎土地。僅售   $998,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4.5浴，6156尺 高級大洋房。 三車庫，私人泳池，戶外廚房，僅售 $850,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屋頂新，安靜社區。僅售$449,000. 
4..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2019新屋頂,室內全新裝修,新廚具。僅售
$398,000
5.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3浴，二車庫，2,685 sqft, 室內全新裝修,。僅售 $409,900.
6. 糖城, 3房2浴平房，二車庫， 內外新油漆，稅低，1,446 sqft。交通方便。僅售 $209,000. 投資良機。
7.. 糖城, 5房3.5浴大洋房，二車庫，3,366 sqft，全房木地板 。交通方便。僅售 $279,000.
8. Rice Millitary,  現代化3層樓洋房，新穎美觀。3房,3.5浴,2車庫 僅售 $495,000.
9. Katy, 3 房 2 浴平房，二車庫，全新油漆，1,617sqft，僅售 $178,000， 立即入住.
10. 西北區，4房2.5浴，二車庫，2,368 sqft，全新油漆，屋況佳，學區好。僅售 $227,000 
11. 西北區，2層樓大洋房, 4房3.5浴，二車庫，3,190 sqft，全新裝修，新屋頂，內外新漆，石英臺面。僅售 
$259,900
12.Humble, 3層樓大洋房, 可至6睡房，3全浴，2半浴，二車庫，3,795 sqft。僅售 $3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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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不只是一筆可能會花費到幾十年收入的投資問題
，還會關係到子女的教育問題，上班的通勤問題，家庭的
安全問題，因此在選購住房的時期，一定要慎重考慮，本
期小編為大家列舉，買房時買家最容易遇到的九個陷阱，
希望讀者能夠認真參考。

01 未經調查盲目出價
一處房產的房價是由多方因素組合而成的，包括但不

僅限于，房屋面積，房屋質量，同期價位，內部設計及裝
潢，房屋所在地段及周邊環境，當地的治安狀況，房屋所
在地的教育系統，通勤便利條件，乃至大的經濟環境都會
對其產生影響，沒有經過詳細的調查，單憑幾次到准交易
房屋的實地走訪過程是很難得出這一系列詳細的數據的。
而未經調查的購買行為又往往會造成信息的不對稱，這種
信息的不對稱可能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出價過高，或出價
過低房屋被別的競拍者買走。

02 買錯房屋
聽起來不可思議，但的確有很多人在買到房屋後，發

現房屋的戶型和使用面積與自身需求不相符的情況。舉例
：幾年前一度出現很多人買loft戶型（上下兩層，半開放式
高挑公寓結構）的情況，誠然loft戶型對于偏愛在家辦公，
和追求時尚的年輕人有設計的獨到之處，但對于有老人，
小孩的家庭來說，隱私性和安全性在隨後的生活中都成為
了很大的問題。一個更明顯的例子是很多人剛開始租房時
，都會認為所租的房屋適合自己的需求，但隨後在租約到

期後都迫不及待的搬離。租的房子可以搬離，
但買房子就要認真考慮，尤其是要考慮到未來
幾年的家庭結構，研究清楚戶型的利弊，實際
需要的使用面積，都需要查閱相關的資料和結
合自身的實際情況再做相關決定。

03 未清完的產權
未清完的產權(uncleared title)：買過二手

車的人一定都會知道，買車的時候需要查驗車
輛的產權(title)。Title是一個廣義的稱法，而不
僅僅限于產權，可能會涉及到的地方有其他擁
有產權者，未交付的稅款，未到期的租約等等
。這些年出現了大量這樣的新聞，如某地一
套房的價格抵不上一雙耐克鞋，歐洲貴族賤
賣自己的城堡，聽起來像是個占便宜的好機

會，但真實情況是除了環境不再適合居住外，還常常和未
清完的產權聯繫在一起。舉這些城堡為例，這些城堡主人
往往每年要投入政府強制要求的巨額維護費，因此得不償
失。當然考慮這一問題時，也千萬不能僅憑便宜無好貨這
一條就推斷自己高價買的房就一定沒問題，部分賣家還是
會依靠自己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來將自己的房屋包裝成正常
的房屋來進行售賣，因此無論價格高低，一定要請人專門
查驗這一問題。

04 不準確的調查
和前者類似，但本條主要涉及房屋的結構和邊界的問

題。買房時應該考慮，該處房產是否涉及未經批准的房屋
結構變動，如加裝的游泳池，車庫，露臺是否向相關部門
報備過，門前的護欄的合法範圍是那些，鄰居家的護欄是
否有侵占這套房產的屬地？

據2019年6月17日紐約郵報報導，佛羅里達一名男
子在線上花費9100美元拍得一間別墅，結果卻只得到了
一個面積在1X150英寸價值50美元的長條狀草坪，現實生
活中發生過很多這樣的真實案例，因為未經詳細調查，且
沒有專業人士指導，造成資產損失的案例。

05 未揭露的房屋修補狀況
賣家為了將房屋賣更高的價錢，通常不會完全揭露房

屋中的修補，或漏損事項，因此應該考慮雇傭一個房屋檢
查員，來把房屋進行一個全方位的檢查，根據房屋的檢查
報告再來考慮和賣家簽訂最終的成交合同。但在眾多買家

競爭激烈的情況下也可能會出現為了
爭取而放棄房檢的情況。

肉眼可見的需要修補的房屋

06 沒有提前溝通貸款和充
裕的資金

在買房時應該事先與銀行方溝通，
如果需要貸款的，應該在前期就確認自
己的貸款是否能被審批，審批額度會有
多少，以保證自己有足夠的交易資金能
力來完成房屋的成交，避免後期因資金
不足的問題出現交易困難的狀況。

07 賣家失約

賣家有時候會不能履行部分合同，或者希望在某種程
度上與買方進行一定的和解。如延期搬離，或者沒有完成
承諾的修繕工作，因此擁有第三方，在前期為雙方的交易
進行擔保，或設立第三方違約保證金賬戶有時也是很有必
要的。也應當請專業人士來仔細核查合同條款，以此來確
保交易合同具有約束力！

08 隱藏費用
買房交易因需要和多個部門及人員打交道，因此應當

詳細諮詢各種費用，以及具體交易流程，搞清各項費用的
具體目的。例如貸款是否會涉及貸款發放費等款項，提前
溝通，以免隨後就款項問題發生糾紛。

09 著急交易
因為買房所涉及的各種條款，以及需要考慮的事項很

多，切忌不要在沒有仔細研究條約條款的情況下，就著急
簽訂新的合同，要多考慮交易內容，所有花費，各種事項
是否考慮周全，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及時與專業
人士溝通，避免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買賣房地產除了是大額交易外，還會涉及影響一個家
庭未來幾年到幾十年之間的生活問題，因此一定要綜合考
慮各方面因素。雇傭專業，有名譽的房產顧問可以幫助避
免交易時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漏洞，給出專業的諮詢建議以
及市場分析，同時保證交易公平，合理！

(文章來源：美房吧)

99個美國買房陷阱請認真參考個美國買房陷阱請認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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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貸利率是多少？
相信購房人在此之前已經對貸款利率有了些許概念，

對固定利率、浮動利率和混合型利率這樣的術語也有所瞭
解。為了更有效的對比各機構利率，應該詢問的是年固定
利率( PR)，這一利率通常高于機構報價。

折扣點數和初始點數是多少?

折扣點數是為了降低利率而設，而初始點數為加到貸
款裏的其他費用。這些點數因人而異，應事先搞清楚，避
免貸款手續進行到一半發現額外的支出。

交易費用是多少？
交易費用是買房過程中的手續費用，包括律師費、房

產證保險費、房屋檢查費、貸款初始費用、登記費等。這
些費用越早瞭解越好。貸款方必須在借款人提出貸款申請
的三日內為你出具書面的手續費用估算清單。

鎖定利率的費用是多少？
為了預防在交易過程中利率發生變化，借款人可以要

求貸款機構鎖定利率。鎖定期一般在15至90天，鎖定期
越長費用也越高。

提前還貸是否需要支付違約金？
搞清楚一旦提前還貸會遇到的風險和限制。有些貸款

機構對接受提前還貸違約金條款的借款人給予低利率的優
惠。

最低首付款是多少？
首付金額決定了貸款利率和其他條款。瞭解最低的首

付款是多少(通常在3%至20%)，可以在此基礎上以提高首
付為杠杆改進房貸條款。

這一貸款的資格指引是什麼？
資格指引與貸款申請人的收入、職業、財產、債務和

信用記錄相關。初次申請者、退伍軍人貸款和政府資助項
目的申請人通常在這一條件上較普通申請人要寬鬆許多。

我還需要提供什麼文件？
多數貸款機構會要求申請人提供收入證明、資產證明

。如果你的信用記錄優秀，可能會得到銀行 「免文件證明
」 的特別待遇，但也可能因此被要求提高首付額度。

貸款申請審批需要多久?
這一問題的答案因時而異。貸款業興旺的時候，擺在

貸款審批人案頭的申請可能會令其應接不暇，同樣各個環
節的承辦人都在超負荷工作，實際核批過程可能會需要兩
個月或更多。請貸款機構為你預估這一時長，才能確定鎖
定利率的最後期限。

哪些情況會延遲申請的審批?
如果你提供的文件和信息齊全，審批的時間可能會與

預期相符。一旦貸款審批人發現信用記錄存在問題，這一
過程就會被延長。如果這一期間你的相關個人信息發生改
變，例如就職機構、收入或婚姻狀況，應該及時通知貸款
機構，以便確保你的審批流程不受影響。(文章來源：美房
吧)

美國買房怎麼選擇貸款銀行美國買房怎麼選擇貸款銀行？？
1010個問題弄清楚個問題弄清楚！！

地段決定房價
與國內房地產市場一樣，“地段決定房價”是放之四

海而皆準的真理。在美國，好地段的房價漲幅普遍較高，
房屋周邊的生活服務設施也很齊全，當然，房產稅也會比
較高。實際上，這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好地段--房價
高--房產稅高--配套設施好--房價繼續走高。當然，各州
的不同的地段的房產價值都不相同，投資回報率也不盡相
同。

房屋周邊景觀
如果房屋地處都市要地，能欣賞城市美景，或是依山

傍水，親近大自然，一般來說，這類房屋投資價值也會很
高。因為此類房屋很受人們的喜愛，尤其是在熱門城市，
基本不用擔心其投資回報率。

房屋所處社區的配套設施
房屋周邊的配套設施也是影響房產甚至的關鍵因素。

若是房屋周邊有優質學區、商業中心、知名企業，這些都

是保證房屋升值的關鍵因素。例如奧蘭多，靠近
迪士尼公園、購物中心、商業中心，或是地處優
質學區的房屋，其房價不菲。

房屋供求關係
美國房屋的供求關係依靠房屋庫存量這一指

標來衡量，並且會細化到每個社區的庫存量，讓
投資者一目了然。如果某個地段良好、配套設施
完善的社區的房屋庫存量低，那麼可以推斷該地
段的房價居高不下，且一有新房銷售，也會馬上
被搶購一空。

房屋整體設施
房屋的大小、房間數量、裝修情況等因素也是影響房

價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使用面積大、房間多、內部裝
修精緻的房屋更容易賣出高價。房地產投資專家建議，轉
售房屋前，屋主可以先裝修房屋的外觀、內部，或是改造
房屋，確保房子的增值。

在美國房地產投資市場整體都比較樂觀的趨勢下，對
房地產市場瞭解的更多的人則能更好地規避美國置業中所
面臨的風險，獲得更加豐厚的回報。因此，建議國內投資
者置業美國前一定要先瞭解影響美國房屋升值的重要因素
。(文章來源：美房吧)

買房常識影響美國房價走勢的買房常識影響美國房價走勢的
因素離不開這幾點因素離不開這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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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學生如何看待中國美國中學生如何看待中國
留學生留學生

隨著中國學生留學(課程)年齡的低齡
化，越來越多的中國孩子們開始走進美國
高中課堂。當中國家長在大洋彼岸苦思冥
想是否應該讓自己的孩子出國留學讀高中
時，大洋這邊的美國高中學生們也悄悄加
入了關注中國小留學生的行列。

目前很多留學教育類的文章，都在反
反復複地探討著中國家長的思考與苦惱以
及中國小留學生在異國的新奇經歷和夢想
。當中國小留學生走進美國課堂時，他們
身邊的美國學生到底是如何看待他們的？
據我所知，這類信息目前比較少。

今年夏天在我執教的美國高中生中文
課堂上，我給我的學生佈置了如下的作業
：如果你班上有來自中國的小留學生，你
該如何用你學過的中文和他/她打招呼？
請用你的親身經歷，談談你對中國小留學
生現象的看法。

美國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確實很強，拿
到我佈置給他們的作業後，他們用自己的
親身經歷，給我講了一個又一個的留學故
事和他們對留學的看法。經我的學生們同
意，我現在把他們的作文一一翻譯出來，
供中國家長們參考。為了提醒讀者留意文
章內容，我添加了中文標題。
留學是否容易？時間將告訴你
作者：(美國高中生)巴傑

如果有中國高中生來我們學校就讀，
我會和他/她探討他們對移民的看法。我
會問他們是否喜歡美國。比方說，我會問

他們對美國交通和食物
的看法，我還會問他們
是否喜歡美國音樂以及
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有
哪些不同。我會繼續問
他們是否想念中國。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會問他們最想
念誰。如果他們問我如何看待中國學生來
美國留學，我會告訴他們，留學的結局不
一定很好。我之所以這樣認為，這是因為
我覺得中國孩子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
和文化一定會很難。

比方說，在中國，中國學生可能會這
樣介紹自己：“我家有三口人，他們是我
，我爸和我媽”。而在美國，美國學生可
能會這樣介紹自己：“我家有六口人。他
們是我爸和我媽，我哥，我的兩個妹妹還
有我。”(譯者注：英文作者的本意是中
國孩子沒有兄弟姐妹，到了美國以後，當
他們看到美國家庭裡都有好幾個孩子時，
獨自出國的他們很可能會感到格外地孤
單)。

再比如說，中國人喜歡吃餃子和拉麵
，也喜歡喝茶。而美國人則喜歡吃三明治
和喝咖啡與可樂。上述這些，只是中美文
化不同中的兩個小例子而已。

必須要考慮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中國
孩子到了美國以後，如果沒有父母的陪伴
，他們就會缺少必要的家教(parenting)，
這就有可能導致中國孩子的不當行為。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他家就住著一位
中國小留學生。這個中國小留學生一年前
來美國，他和我的朋友上同一所學校，而
且寄宿在我朋友家。為了方便敘述，我就
叫他“Joe”吧。

這個中國學生經常把音樂聲開得很大
，還經常在淩晨兩點鍛煉身體。雖然寄宿
家庭告訴他不要這樣做，可惜他不僅不服
從寄宿家庭的要求，還到臉書(Facebook)
上表達他對寄宿家庭的憎恨，還說要急著
搬家離開這個寄宿家庭。我想，如果他的
父母在這裡，這種不愉快的事情就不會發
生。

即使小留學生的父
母能來美國陪讀，還會
有其它的問題。其中的

一個問題是，中國父母是否需要在美國找
工作？如果需要找工作，現實會很殘酷。

第一，美國的好工作不那麼好找。
第二，英語(課程)不好的人，在美國

找工作會難上加難。
第三，即使能找到一份所謂的工作，

也很可能沒有他們在中國的工作好。
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人們非要移民

來美國呢？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釋這種移民
潮。一個原因是，美國學校比中國學校相
對自由。我知道，中國學校競爭激烈，上
好大學不容易，而且人們常常認為美國學
校壓力沒那麼大。

然而，留學是否真的很容易？只有時
間能回答你。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0916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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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中國學生被開除調查：過半因成績差

(來源:留學微報)留學微報訊，前段時間
，愛荷華大學的杭州留學生小倪因在社交網
絡上張貼持槍照，並發布不當言論，被學校
視為危險人物，面臨著被學校處理的後果。
這個時間引起了廣大留學生的關註！

根據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的研
究報告，美國只有56%的大學生能夠在6年
之內完成本科課程畢業。這種“寬進嚴出”的
大學文化，加之中國留學人數的不斷攀升，
導致中國留學生被美國高校開除的事件頻
頻發生。

2月26日，NAFSA發布的《2015版留美
中國學生現狀白皮書》，這也是該機構再次
聚焦“被開除中國留學生”這個話題。

留美中國學生被開除調查統計
根據白皮書的統計，學術表現差是造成

中國留學生被開除最主要的原因，占了總樣
本的57.56%，並普遍存在於各類學校。美國
高校對學生最低績點（美國大學的分制，分
為四分制，即1、2、3、4，各個大學都有自己
的計分方式，相當於中國大學的百分制）的
要求不同。一般情況下，本科生需要2.0的績
點，才能順利註冊下一個學期和完成學業，
而滿績點是4分。如果學生沒有達到規定的

績點，學校會先給出一次警告，通知學生已
處於被開除的高危區段，若下一個學期仍不
能達到規定績點則會被開除。

讓人吃驚的是，案例中有部分學生的績
點非常低，甚至是零分。這意味著，這些學生
幾乎所有的課程作業和考試都沒有取得分
數。“有些學生根本沒有意識到美國大學開
除制度的嚴肅性，往往抱著玩到最後一秒再
突擊的僥幸心態。而在美國大學，取得優異
的成績絕不是一蹴而就或是可以憑僥幸取
得的。”

以前出國留學的大多是精英分子，一說
到中國學生，大家第一反應就是“勤奮刻苦”
。但現在在美國留學的學生兩極分化嚴重，
很多是在國內成績就不理想的學生。不過，
因成績差被開除是所有在美學生的通病。

而“學術不誠信”這個毛病，在中國留學
生中表現得尤其突出，它在被開除原因中排
名第二，占總樣本的22.98%。

一般來說，美國大學會在開學初安排一
個新生介紹會，老師會非常具體詳細地告訴
學生，哪些行為是學術不誠信，一旦觸犯，將
面臨嚴格的處罰。“但只靠一次介紹會就讓
中國留學生真正學習到美國高校的遊戲規
則，實在是太難了。”

在美國高校，學術不誠信涉及的範圍很
廣，包括抄襲、考試作弊或協同作弊（例如對
答案）、代考或代課、成績造假、想改成績被
舉報、保留往屆考卷、偽造導師簽名等等。

有些學術不誠信行為，中美有不
同解讀。

在SAT、托福(微博)等考試中，中國學生
的備考已經成為一項產業。中國學生和家長
(微博)認為，刷題正是努力備考的表現。但美
國人不這樣認為，他們覺得這種投機取巧的
行為，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學術不誠信。“取消
SAT等考試成績後，很多中國家長還很不服
氣，覺得妳是出題方，妳為什麼不把試題出
得難一點呢？”

另一方面，中國學生在中學甚至大學階
段都缺乏學術規範的教育。而很多中國學生
，常常引用大段他人的文章而不加備註。這
在美國大學，也被視為學術不誠信。

Zinch再此向美國教育者呼籲，雙方要
互相理解，共同幫助中國學生適應在美國的
學習，因為他們的行為，很大程度是受文化
差異和環境的影響。（來自公眾號留學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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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尋常路,這幾個留學生靠體育融入美國社會

(來源:騰訊)回美國的前一天，劉
源忙著在清華大學的棒球場攢了一場
比賽，陸陸續續來了近 20 個男孩兒，

“全是一起打棒球長大的哥們兒，現在
都各奔東西了。”他坐在場下，看見有
球飛出球場便跑去撿，看見誰在場上
待得太久便招呼：“換換人，大家都上
場打打”。

有時看到場上屢屢出現壞球，他
也手癢得想試試，但一想到這個場地
是以 800 元一小時租的，他便會按捺
住沖動，“我的目的就是把大家聚在一
起打打球，聊聊往事，讓他們多打會兒
吧，明天回去，我又要過看見場地就

‘想吐’的日子了”。
第二天，他在朋友圈寫下“走了”

兩個字，然後附上一首《20歲的眼淚》：
“是 20 歲的男人就會離開，能夠離開
所有柔情的牽絆，是20歲的男人就不
該哭泣，因為我們的夢想在他方……”

他一直努力想當最後一個走出力
量房的人，可總是會有隊友和他一樣
加練到很晚才離開，“他們對棒球的執
著，那種為了夢想的付出打動了我，相
信努力是不會說謊的。”

參加高水平比賽並在比賽中被大
聯盟的球探相中，這是劉源成為一名
職業棒球運動員最好的方式。從小打
棒球並把加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MLB）視作終極願望，劉源在高考(精
品課)的當口意識到，“不能過早結束
我的夢想。”2013年，他在微博上結識
了一位知名棒球人，為自己爭取了去
加拿大打球讀書的機會，一年後，他被
美國球探相中，不僅拿到了美國大學
的錄取通知，也得到了全額獎學金。

剛到美國時，劉源有些不習慣。畢
竟，在加拿大讀高三時，他寄宿在一個
冰球家庭裏，時常和全家人一起去看
冰球賽或是在院子裏和弟弟妹妹們玩
耍，始終充滿家庭的溫暖，“教練家裏
5 個孩子，4 個都打冰球，一到周末有
比賽，全家都會去場邊助陣。”但在美
國，劉源只能形單影只。

就讀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所公
立社區學院，劉源能參加的賽事級別
為全國初級大學體育協會（NJCAA）

的一級聯賽，要想實現夢想，
“先被大聯盟的球隊選上是
第一步，然後去大聯盟所屬
的小聯盟球隊打拼。”但現實
中，不少年過 30 的小聯盟球
員還在為進入大聯盟而努力
，劉源十分清楚現實的殘酷。

和劉源同在丹佛小鎮上
的還有一個中國女生，由於
經常代表學校參加排球比賽
，“常上報紙，小鎮的人都認

識。”但更多時候，教練希望兩個中國
孩子能多和外國朋友相處，“盡快克服
語言障礙，適應他們的思維方式。”在
這過程中，劉源把棒球作為溝通的途
徑，努力尋求認可，“我每天5點起床，
訓練完還要去圖書館，如果成績沒有
超過標準，我比賽的資格也就泡湯了。
”

原想著出國後學業能得到“解脫”
，沒想到曾經“耽誤”了學習的棒球，現
在竟成了讓劉源伏案奮筆的原因。這
讓媽媽孫誌雲感到吃驚，“那天在朋友
圈裏看到他說要上圖書館了，我和他
爸都嚇了一跳，從小到大都沒有過這
事兒。”但在寄予希望的同時，又擔心
劉源吃不消，“有時看他回復‘嗯’、‘啊
’，字不多，就知道他很累或是不開心，
我就不再多問了”。

為了趕上球隊進度，劉源一年中
在家的時間最多兩個月。他一直努力
想當最後一個走出力量房的人，可總
是會有隊友和他一樣加練到很晚才離
開，“他們對棒球的執著，那種為了夢
想的付出打動了我，相信努力是不會
說謊的”。

令應瑜光沒想到的是，她的身材
確實受到很多外國學生的認可，“常有
人跑來問我怎麽健身，甚至有人隔了
幾個月來誇我‘上賽季進了一個漂亮
的球’。”

同樣是校隊成員，應瑜光卻不是
“被選中”的，這個在國內就自己組建
足球隊的浙江姑娘，能成為加拿大薩
省大學女足校隊成員，完全是因為毛
遂自薦。

“職業球員”曾經是應瑜光醞釀過
卻被父母掐斷的夢，為了吸引專業教
練的註意，她選擇到北京上大學，並在
學校創建了一支女足隊伍，“沒有指導
老師、只參加過一次北京高校聯賽，成
績不好便沒有然後了。”那時，她常去
清華“蹭比賽”，到了加拿大後，找校隊
蹭球踢的應瑜光卻意外被接納，“結果
第一堂課就差點兒練吐了”。

一小時 100 個俯臥撐、拿著 25 磅
重的杠鈴片弓步走，幾堂課下來，身形
嬌小的應瑜光竟有了令自己擔憂卻讓

別人羨慕的肌肉，“太壯了不好看啊”，
亞洲人的審美包袱偶爾會讓她對訓練
產生猶豫，教練卻總在這時給大家鼓
勁說：“妳們的男朋友會很為妳們驕傲
的”。

令應瑜光沒想到的是，她的身材
確實受到很多外國學生的認可，“常有
人跑來問我怎麼健身，甚至有人隔了
幾個月來誇我‘上賽季進了一個漂亮
的球’。”漸漸地，主動搭話聊天的陌生
人多了，邀請她打冰壺、滑雪或健身的
朋友也多了，有時，教授也會參與其中
，“快 40 歲的人，不戴護具，踢起球來
還特別猛，還是坐鎮中後場的清道夫
角色，完全不害怕”。

關於身材的影響力，美國密歇根
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李韜之也頗有感觸
，“國外很多學生從小就有運動習慣，
身體普遍壯碩，談戀愛都占優勢。”加
上學校對體育的推崇隨處可見，“尤其
是打NCAA（美國大學體育總會）一級
聯賽的隊員，除了可能享受全額獎學
金外，還能享受別人崇拜的目光，比如
進酒吧大家都要排隊，運動員刷臉就
能進去，因為他們常出現在電視上”。

這讓很多中國留學生也躍躍欲試
，李韜之笑稱，自己不少同學都是來自
工科很強的高校，不乏“一說編程眼睛
就冒光的DOTA（網絡遊戲名稱——
記者註）男”，但幾個學期下來後，“進
健身房的轉換率能達到50%”。

此外，運動除了幫助留學生建立
生理上的信心外，也能排解心理上的
壓力。剛到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期間，
李韜之有過一段語言適應的階段，“比
如小組討論，他們說得很快，妳聽不懂
就沒反應，大家就以為妳很笨。可每天
和他們打一兩個小時籃球，熟了以後，
他們便了解妳的癥結在於語言，甚至
會主動幫妳解決問題”。

他有了在喀山組建中國留學生足
球隊的想法，只是，他沒料到中國學生
數量不少，找人踢球卻很困難，“對體
育不感興趣的占多數，偶爾有打籃球
的，踢球的基本上沒有。”

“基本上不會有那種美國校園的
體育明星。”剛剛從德國慕尼黑理工大
學畢業的朱曉玉表示，和美國、加拿大
不同，德國學生的體育生活更加個人
化，但選擇性很寬泛，“冬天滑雪、夏天
去湖裏遊泳，還包括潛水、劃船、擊劍
這些國內學校不常設的課程。”但通常
情況下，學校會提供場地和體育課，學
生需要註冊，且按照不同課程來付費，

“基礎卡大約8.5歐元一學期，如果到
20幾歐元，便可以使用健身房”。

朱曉玉發現，僅憑對體育的愛好，
想融入當地的社交圈並非易事，即便

周末彼此會邀約去森林徒步、有球賽
時亦會三五成群在酒吧看球，“但對看
重個體自我成就的德國人而言，體育
能增加對妳的好感，不代表會輕易接
納妳進入他們的圈子。”因此不難理解
，著名球員施魏因施泰格騎車買咖啡
時會被外國遊客索要簽名，但旁邊的
市民卻無動於衷。

所以，喜歡打籃球的朱曉玉最終
結識了一幫中國球友，從陌生到熟悉，
時常也能在異國湊個飯局，而德國的
球伴“通常打完球就散夥兒了”。

可對於在俄羅斯喀山留學(課程)
的王時禹而言，“把中國留學生聚起來
”是他想主動做的事。這個對足球癡迷
到會在周末用衣服捆個圈，效仿貝克
漢姆朝輪胎射門的東北男孩，曾經在
俄羅斯參加過學校裏以“國家”為單位
的比賽，無奈中國學生難以成隊，他只
能混在“雜牌軍”中“輸得特慘。”去年，
他有了在喀山組建中國留學生足球隊
的想法，只是，他沒料到中國學生數量
不少，找人踢球卻很困難，“對體育不
感興趣的占多數，偶爾有打籃球的，踢
球的基本上沒有。”於是，籌備了約 3
個月，包括幾名零基礎的隊員，球隊才
形成了 8 名主力兩名替補的陣容，每
天晚上由王時禹指導訓練，“不怕現在
實力差，慢慢就能練起來，好歹是原汁
原味兒的中國隊，有歸屬感”。

作為俄羅斯的“體育首都”，喀山
不乏體育氛圍。到主場比賽的周末，王
時禹會帶著花幾十元買的球衣去現場
支持喀山紅寶石足球隊，平日裏各大
高校及留學生組織舉辦的賽事也不乏
參與者，甚至還能以誌願者的身份參
與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世界遊泳錦標
賽等國際大賽，只是與王時禹一同為
體育奔走的，始終鮮有中國學生的面
孔，“還是在宿舍裏宅著的比較多”。

比賽時下起了瓢潑大雨，隊員按
要求離場，被澆透的李韜之剛站起來，
身旁的死忠球迷就問他：“妳去哪兒？
難道妳以為這等於比賽結束了嗎？！”

觀看主隊賽事，算得上能讓中國
留學生融入當地體育文化最迅捷的方
式。李韜之還記得首次觀看密歇根大
學狼獾橄欖球隊的主場比賽，沿途都
有賣球衣的小棚子，“所有人穿的都是
標誌上的藍色和黃色，穿個其他顏色
的衣服都沒法兒走”。

位於密歇根大學中的密歇根體育
場，堪稱世界上最大的校園球場，至今
維持了連續250余場上座率超過10萬
人的紀錄，“也就是三四十年球場有比
賽時都處於爆滿狀態。”李韜之放棄了
賽季前收到學校推送的250美元季票
，到現場才發現“單張已經賣到了300

美元”，但他依然坐進了黑壓壓的觀眾
席。“第一場對東密歇根，贏面很高。”
但比賽時下起了瓢潑大雨，隊員按要
求離場，被澆透的李韜之剛站起來，身
旁的死忠球迷就問他：“妳去哪兒？難
道妳以為這等於比賽結束了嗎？！”他
待在原地往四周看了看，發現無論20
歲還是60歲的球迷，都在電閃雷鳴中
穩坐在原地，等比賽重新開始。

從那之後，他便真心實意地坐在
那座球場裏見證了菲爾普斯等校友回
歸、老兵紀念日時為球場工作了四五
十年的工人站在球場中央，“高質量賽
事加情感的引導，很容易建立學生的
榮譽感。”李韜之現在能隨口說出球場
的設計容量為“109901人”。

這種橄欖球的精神，周圓在實習
的日本公司裏也體會過，“創始人曾經
打過美式橄欖球，所以剛進社時，他們
介紹的經營理念都能看到橄欖球規則
、技巧的影子。”在日本築波大學學習
健康增進學的周圓表示，對體育的崇
尚在很多日本企業中都可窺見，“通常
剛畢業的大學生工資為20萬日元，但
有籃球特長的學生如果被公司簽約打
球，一開始便能有五六十萬日元的收
入。同時，在求職投簡歷時，會留出專
門的一欄填寫妳的體育特長，有體育
技能的人會受到青睞。”但令她印象最
深的是，在日本，人們把體育和健康密
切聯系，運動教室同樣會請專業講師
講解老人、孩子等群體的牙齒保護、如
何吞咽、三餐搭配等非常細致的問題，
這啟發她決定在職業方向上關註老年
人的健康問題，周圓在本子上謄抄翻
譯了一套健身動作，“準備回國給家裏
老人試試”。

“專業課的討論，中國學生喜歡用
奧運會作案例，其他學生則集中在職
業體育。”李韜之同樣感受到課堂上中
外留學生對體育認知的差異，甚至雙
方選擇體育管理專業的目的都不太一
致，“以前的同學，高考上來可能並不
想選這個專業，學的時候也不知道將
來如何使用。

但國外這個專業已經非常細化，
需要帶著職業技能的訴求來上課，妳
要做賽事運營、還是場館管理等等，職
業規劃方向非常清晰。”

基於這種差異，李韜之回國後選
擇創業，成立了一家體育留學咨詢公
司，依托市場需求，生意“比預期好”。
但“很久沒能打籃球”依然讓他有些困
頓，“即便有時間，想約一群人在同一
時間、同一地點打球並不容易，況且不
是天冷就是霧霾，我只能找地兒跑跑
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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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對美國教育有何影響
在不少國人眼中，與國內教育相比

，美國小學教育“學的少，玩的多，課業
很輕鬆”；美國高等教育選拔過程“人
為因素多”……然而，實際情況是否真
的如此？近日，在 21 世紀教育研究院
主辦的“在美國‘發現’教育——藍帶
小學和哈佛大學故事”主題沙龍上，曾
有過留美經歷的學生、家長及教師從
小學、大學兩種角度入手，解讀不一樣
的美國式教育。
招聘新校長 家長得面試
“在美國，我所在的這個學區對教

育的影響非常大。回國後，我也跟北京
的一些學區教師交流過，比較而言，我
認為，北京的學區對教育影響並不是
很大。”向蓓莉，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
部副教授，同時，也是一位母親。向蓓
莉的女兒趙思楠，目前就讀于北京某
小學六年級，曾就讀于美國桑塔麗塔
小學。

向蓓莉介紹，在美國的公立教育體
系裡，從幼兒園到12年級都是免費義
務教育。每所小學在招生第一年，每班
班額不超過30人。由於這所小學的所
有經費幾乎不是來源於政府財政撥款
，而是由家長和社區捐款。如果學校想
擴大招生規模，則需聘用更多教師、增
加更多教室及資源，這需要家長和社

區的“財政支持”。向蓓莉介紹，每個月
，學校都會召開家長教師協會會議。會
議上，校長要向家委會報告學校做了
什麼、需要什麼，每次也都會有一個班
的老師向大家展示本班的學習內容。

“有一次，在會議即將結束時，家委會
主席是這麼說的‘咱們這個學校的老
師手提電腦已經用了 5 年了，我們要
考慮給老師們換新的。”不僅如此，即
使招聘新校長第一步也要通過家長的
面試。
“我也曾採訪過校長——你有沒有

感到你在老師和家長的夾縫中？”對於
向蓓莉的這個問題，校長表示，“完全
沒有”。因為在這個學區，學校的理念
跟家長的理念高度一致。這是因為學
區在制定目標的過程中，必須邀請家
長參加，並與家長共同參與制定——
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什麼樣的學
習者？家長需要學校教育管理者、老師
做什麼？家長要做什麼？我們共同的目
標是什麼……家長參與學校治理和管
理的權利非常大，並且，家長與學校之
間可以實現資源、決策的共享。
學生課上課下都“自由”教師可以“不
使用教材”
“課程設置上，美國普鈉荷學校的

課程設置很自主，它可以有數十個社

團，學生們在下課後，可以參與各種各
樣的社團，非常自由。而我們把學生整
齊劃一，特別規矩。”北京師範大學三
帆中學朝陽學校書記、執行校長李建
文表示。
“在學區的教育哲學裡，有一個很

重要的關鍵詞——賦權。”向蓓莉介紹
，在桑塔麗塔小學的英語課上，老師和
學生被賦予“不使用教材”的權利。在
老師看來，教材中的一些故事“支離破
碎”，並不利於孩子理解及連貫閱讀。
取而代之的，是讓孩子們閱讀獲獎小
說。“老師在網上開設一個論壇，問學
生有關小說中的問題，並規定閱讀頁
數及回答時間。第一本書是每個學生
都要讀的，第二是能力分層，不同能力
的學生選擇難易程度不同的小說。”向
蓓莉表示，這樣的學習方法不僅為母
語非英語的孩子提高閱讀能力，也使
英語課與其他相關學科有機結合。同
時，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有大量時間進
行小組閱讀合作學習，並要與六年級
學生共同討論，提高了孩子們的表達
能力及合作意識。小說閱讀完成後，學
生以小組為單位編寫劇本，並學期期
末表演。而課後的作業，竟是按照小說
中的內容做一劑“神奇的藥”。

不僅是英語課。在數學課上，孩子

們 經 常 用
iPad 在 課
堂 上 做 數
學設計，並
就 某 一 個
數 學 的 知
識 設 計 一
道 與 生 活
相 聯 繫 的
數 學 題。

“在趙思楠
進 入 學 校
不久後，有
一 個 家 長
志 願 者 陪
她學數學，
並 用 一 個
軟件把她們的學習內容上傳跟同學們
互相分享。”向蓓莉回憶，在趙思楠六
年級學習比例時，老師曾要求將菜單
由4人份改為12人份，並把它真正做
出來，以聚會的形式品嘗這些食物。

此外，學校定期舉辦書展，學生身
穿睡衣、手拿枕頭和毯子體驗“在家”
聽作家講故事。作業是寫詩或作文，

“從小到大，我寫的作文都是關於德育
，或以德育為主的文學作品。而她們要
麼是寫押韻詩，要麼是寫魔幻的小說，

萬聖節時，一個一年級的孩子甚至寫
的都是鬼怪。”向蓓莉表示，她並不認
同美國小學生“學的少，玩的多，課業
很輕鬆”。美國小學生的教材有好幾百
頁，甚至已經講到控制變量、自變量，
並要求學生完成一個可控的試驗。“趙
思楠還學習過生命科學，有一次她們
老師買了十幾隻羊的心臟讓同學們解
剖。”向蓓莉說。

每年高考時節，我們都免不了回
望下我國的高中教育制度，也會自
然而然地與“別國”作比。有統計顯
示，到2013年，赴美讀高中的中國
學生已達到2萬人。美國高中與中
國高中差距何在？用美國林肯高中
雙語系主任方帆的話說，也許最大
的區別在於：美國人相信“不落後
於終點”，而中國人更願相信“不落
後於起點”。

斯坦福大學的馬立平博士曾經
做過一個對比研究，發現 23 名隨
機調查的美國小學教師，只有9個
人正確做出1又1/4除以1/2的答
案；而72名中國小學教師，全部都
做對。另外，對於“除以二分之一”
的數學概念，沒有任何一個參與研
究的美國小學教師知道是什麼意
思；但是所有的中國小學教師都正
確答對。教師如此，學生的水平可
想而知。

於是，很多中國人百思不得其解

：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那麼糟糕，為
什麼美國的大學那麼牛？為什麼美
國無論是科技還是人文的創新，都
遠遠把中國甩到後面？

答案其實只有一句話：美國人相
信“不落後于終點”，中國人相信

“不落後於起點”。
美國與中國教育的差距，始于高中
。

第一，學制上有差距：大部分美
國高中階段是 9-12 年級，有四年
的時間學習。中國的高中階段其實
只有兩年，因為第三年要準備高考
。

第二，課程上有差距：美國高中
是學分制的，因此可以開出比中國
的高中多得多的必修課和選修課。
普通一個美國高中，都能開出上百
門的課，跟一所小型大學差不多。

第三，教師的水平有差距：美國
的高中，因為要開大學的課程，對
教師的要求就要很高。美國的高中

教師很多都有碩士學位，博士學位
的也不少。美國的教師執照課程跟
中國不一樣。中國讀師範畢業，四
年本科，能考到教師證書就能當老
師。但是，美國人要當教師，無論擁
有何種學位，一律要讀兩年的教師
執照課程。要考進去讀，讀完還得
考出來。

第四，科目的程度有差距：美國
的高中可以開相當於大學一年級
或者二年級公共課程度的科目，中
國的高中基本是不會開大學程度
的課的。

第五，美國有重點高中，甚至有
“全國重點高中”：按照成績高低，
甚至根據入學成績高低來錄取學
生；在每一所高中裡面，美國是按
照學生的程度來分班，有專門給能
力最高的學生讀的“榮譽”班(hon-
ors class)，天才學生讀的“大學預修
班”(AP class)，有全球承認的“國際
班”(IB class)，等等。

第六，美國的大學、科研機構、醫
院、政府機構、商業機構，都有專門
的部門，負責協調高中生的課外社
會實踐和科研活動。因此，美國的
高中生可以到大學上課，拿大學的
學分；可以到科研機構，跟科學家
一起做研究；可以到各級政府機構
去當官員的助理，議員的秘書，民
選官員的競選團隊義工；在教育董
事會——州或者縣市的教育局的
決策機構裡面，也有學生委員，可
以參與公立教育的最高決策。

最後，因為美國的高中可以開出
很多高程度的課程，而且很多是得
到資金雄厚的科研機構、政府機構
或者商業機構支持的，因此美國高
中的配置跟設備，很可能是連中國
的大學都望塵莫及的。

從上面的比較，我們就已經可以
知道，中國跟美國在教育上的差距
，始于高中，到了大學，更加大踏步
拉開距離。

中美教育差距始於高中

美國留學生實習機會最多美國留學生實習機會最多
的五大城市的五大城市
【來源:大洋網-搜狐教育】

面對美國留學H1B和工作簽證申請越來越激烈的競爭態勢，
每個同學都竭盡所能地希望能找到一份和專業相關的實習工作，
並爭取能留在那裡。下面為大家介紹下美國實習機會最多的五大
城市，希望對大家有所參考，從源頭選校時就開始規劃。

第一名：紐約州紐約市（New York，New York）
由於紐約市的經濟規模巨大，以及從時尚界到金融行業多樣

性需求，其能夠為外國留學生提供最大的就業機會，這裡75.3%的
留學畢業生利用選擇性實習訓練項目(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指F-1學生在相關領域進行的短期實習項目)在該市獲得實習機
會。

第二名：夏威夷島檀香山市（Honolulu，Hawaii）
檀香山市不僅以舒適的氣候和美麗的海灘吸引留學生，像拉

斯維加斯一樣，該城市擁有幾所世界聞名的酒店管理大學，特別
是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和夏威
夷太平洋大學(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很多夏威夷的留學畢業

生利用選擇性實習訓練項目在大型酒店
和旅遊公司獲得實習機會。這個城市
75.2%的留學生能夠成功申請選擇性實習
訓練項目，找到實習機會。

第三名：華盛頓州西雅圖市
（Seattle，Washington）

西雅圖是微軟和亞馬遜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大批留學生在
該地區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和西雅圖大學
(Seattle University)求學。在這裡，留學畢業生利用選擇性實習訓
練項目在科技公司和軟件公司尋找工作機會。這個城市74.4%
的留學生利用選擇性實習訓練項目獲得逗留美國的機會。如果
奧巴馬能針對理工科留學生(STEM)延長擇性實習訓練項目，那
麼西雅圖地區申請選擇性實習訓練項目的留學生會更高。

第四名：佛羅裡達州邁阿密市（Miami，Florida）
作為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邁阿

密的留學生主要來自委內瑞拉首都加
拉加斯市(Caracas，Venezuela.)和巴哈
馬群島的首都拿索市(Nassau，Baha-
mas.)。41%的邁阿密留學生都選擇學習
商業和管理專業。69.6%的留學畢業生
申請了選擇性實習訓練項目，在這裡
尋找到實習機會。

第五名：內華達州拉斯維加
斯市（Las Vegas，Nevada）

該城市的留學畢業生中，有66.9%
的人成功申請了選擇性實習訓練項目
。拉斯維加斯地區的輝煌和魅力吸引
了來自首爾、新加坡、香港和北京的學
生來拉斯維 加斯大學(UNLV)學習。隨
著亞洲遊客不斷增加，該地區的酒店
和賭場對多語種的工作人員需求量很
大，特別是普通話、粵語和韓語的工作
者。

瞭解了以上五大實習機會最多的
美國城市，那麼你知道該如何選擇實
習，實習中要怎樣做才能對自己的能
力提升和未來就業更有幫助嗎?

如何選擇實習？
1.是否符合我申請的方向?
既然明確了實習是為了申請而提升背景，那麼實習的項

目必須要與申請的專業有關，能夠證明你在這個專業方面的
能力。

2.是否有系統的培訓?
系統的培訓不僅能幫你迅速適應實習崗位，更是幫你更

快的瞭解你將要涉足的這個行業，培訓中學到的東西可能在
你今後的職業生涯中都能用到。

3.工作環境是否合適?
合適的工作環境讓你能夠全身心的投入到實習中來，也

利於你對這個行業的深入瞭解。
實習中要做什麼？
1.盡你所能的去學習——實際中如何操作，行業內部的

知識及其他相關知識;
2.與同事和上級打交道——方便今後申請時向上級要推薦信

;
3.實習結束後也要與單位保持聯繫——日後找工作時實習經

歷也可以幫上大忙。
以上內容就是為大家帶來的美國留學生實習機會最多的五

大城市，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美國留學申請早規劃，希望同學們
都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實習機會，提升專業競爭力，最終實現畢
業留美的夢想。

紐約州紐約市（New York，New York）

夏威夷島檀香山市（Honolulu，Hawaii）

華盛頓州西雅圖市（Seattle，Washington）

佛羅裡達州邁阿密市（Miami，Florida）

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Las VegasLas Vegas，，NevadaNevada））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0916E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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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不一样的苏式“公园”

服务区变身，不仅是外表美，内在也丰富时尚起
来

蓝天白云的顶棚装潢、小桥流水的商业水街、诗情画意的苏
式亭台楼榭……最近，这座位于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的阳澄
湖服务区，因为别具一格的苏式园林设计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

“网红打卡地”。
“之前在网上看到有关阳澄湖服务区的视频，特别好奇，这次

路过就想去看看。”日前，家住上海的曲经池在从无锡回上海的途
中，顺道感受了一次“网红服务区”的魅力。

曲经池对笔者说，到了阳澄湖服务区，有一种到景区的感
觉，人特别多，停车场停满了车。“好在服务区运转比较快，管理
得也不错，稍微等等就会有车离开。在服务区里转了转，小桥流
水、曲径通幽，完全刷新了我对服务区的认识。对于没有时间特
意去苏州古城逛一逛的路过者来说，服务区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

‘苏州园林’。”
“我们在商业街区后面设计了三个园林，布局借鉴了拙政

园、留园等苏州经典园林景观，意在让旅客拥有‘不入苏州城，
尽览姑苏景’的体验。”阳澄湖服务区工作人员介绍。

不仅“外表”美，“内在”也很吸引人。在服务区的餐饮区，
不少知名餐饮品牌已经入驻，一些小吃店还专门设计开放式的商
铺，消费者可以看到食物制作过程。特产售卖区内，开放式精品
超市特产售卖陈列模式，让不少“颜值控”的旅客纷纷下单购买。

阳澄湖服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总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阳澄湖
服务区，是目前中国体量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除餐饮、
零售等配套外，还设置5G体验中心、海鲜机器人餐厅、现代科技
展示馆、智能公厕等，为过往旅客带来一场魅力无限的科技之旅。

顺着沪宁高速北上约30分钟车程，来到有着“五星级奢华服
务区”之称的梅村服务区。“说梅村服务区是一家大型商场也不为
过，咖啡厅、品牌店铺、游乐场所等市区大商场里有的这里基本
都有。而且这里还有不少地方文化特色，陶艺体验馆和紫砂第一
村展示区，各种艺术风格不同的陶瓷壶，让人能够感受到紫砂文
化的独特风韵和别致魅力。”曾多次到过梅村服务区的李东明说。

“像阳澄湖、梅村这样的服务区，不仅环境美，而且各种服务
设施应有尽有，性价比还很高。开车途中，作为中转站歇歇脚、
补给一下也是一种享受。”曲经池说。

从“标配”向“高配”转变

供给扩容，既满足“有车族”需求，也引领消费

近年来，随着高速公路网不断延伸和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
升，自驾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首选。每逢“五一”、“十一”、春节等
节假日，高速公路上更是一片繁忙景象。业内人士指出，全封闭
运行的高速公路上，车辆与外界分隔，人与车的各种需求都要靠
服务区来满足。过去，人们对服务区的需求就是休息、如厕、简
单餐饮和便利店这样的“标配”；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服务区的
需求从“标配”向“高配”转变，“升级”成为供需两端共同的关
键词。

以江苏省为例，近年来江苏加快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转型升
级，力求结合服务区所在城市的地域文化特点，打造有文化、
有特色、有记忆的多元化服务区，从而实现服务区向交通、旅
游、消费等复合型、旗舰化载体转型。如今，江苏已建成阳澄
湖、梅村、芳茂山、仪征等一批“明星服务区”。

“在对沪宁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升级改造过程中，我们敏锐

捕捉市场新热点，因地制宜进行改造建设，如在芳茂山服务区改
造过程中引入VR电影、9D体验等一些免费体验项目；阳澄湖服
务区则是精心打造了面积分别有 3000 平方米的非遗展示馆和科
技体验馆，优化了顾客的体验感。”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李娅洁对笔者说。

除了在设计上下工夫，沪宁高速沿线服务区还通过经营权
外包、引入民营资本等多种方式来提升经济效益。李娅洁介
绍：“目前我们正在加强服务区专业化经营的平台建设，通过内
部遴选和外部招录的方式来组建招商核心队伍，做到招商、营
运两条线。像在阳澄湖服务区的招商和业态分布建设过程中，
我们坚持在服务区内有 1 至 2 个国际一线品牌，同时在国内品
牌、地方名特优品牌库中选择若干个品牌布局，确保业态、品
牌结构呈现层次化、差异化和多元化。”

建设复合功能型服务区

未来有望融合交通、生态、旅游、消费、文化等

不仅仅是江苏，放眼全国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浙江、重
庆、山东等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都开启了转型升级之路。

桐庐服务区引入各种知名餐饮品牌，包括肯德基、星巴克、
哈根达斯、五芳斋等，并设有进口商品超市，深受时尚青年的喜
爱；围龙服务区引入智能化集装箱酒店，从预订到入住实现全过

程不见面登记入住，旅客通过身份证验证和人脸识别即可入住房
间；长清服务区推出瓷雕、封泥、鲁锦编织等齐鲁传统手工艺技
术非遗大师现场教学项目，让司乘人员在服务区的短暂逗留变为
深度体验……过去“加油+泡面”的服务区正通过硬件改造、功能
拓展、引进民营资本、创新商业模式等，刷新人们对传统服务区
的认知。

一些高速服务区在谋求转型升级，但也有不少服务区仍在原
地踏步。经常驾车出行的周文对笔者说：“最近几个月，我至少在
10 个服务区停过车，大多数给我的印象还是设施简陋、功能单
一、服务较差，有些服务区依旧只能加个油、接杯热水、吃个简
餐，停车位少、卫生间数量不足等问题我也碰到过好几次。”

“目前国内一些服务区仍存在‘只讲效率不讲服务’的现象，
这一方面是因为服务区相关功能设施建设还有待优化，另一方面
服务区工作人员不按要求提供相关服务、服务态度差也导致很多
服务区给旅客留下不好的服务体验。”北京科技大学经济贸易系主
任何维达对笔者说。

此前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联合提出，结合地方特色因地制宜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增设休憩娱乐、物流、票务、旅游信息和特色
产品售卖等服务功能，设置房车车位、加气站和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等设施，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向交通、生态、旅游、消费等复
合功能型服务区转型升级，建成一批特色主题服务区。

在何维达看来，在消费升级大背景下，高速服务区需要进
一步转型升级，以满足老百姓的出行需求。在此过程中，不仅
要在改善硬件设施、引进技术和资本等方面下工夫，更要增强
服务区人性化的服务意识，加强对服务区工作人员的培训，提
升服务区的服务水平，通过“软”“硬”结合来改善服务区整体
服务供给。

服务区不只是“加油+泡面”，还可以逛吃、游乐——

高速服务区“变身”了
邱海峰 苗 露

观赏一番苏州园林、体验一把非遗技艺、品尝一
下特色小吃、逛一逛品牌林立的商场……刚刚过去的
中秋节假期，国内一些“明星服务区”吸引不少自驾出
行的人到服务区停车歇脚，甚至有人专门绕道前来。这
些服务区为何成了“网红”？它们有哪些新变化？未来怎
样进一步发展？

▶中石化推出的易捷咖啡店，首批已在江苏省苏州市
9家加油站内开业。 资料图片

▲9月8日，旅客在沪宁高速公路阳澄
湖服务区休闲观光。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9月8日，小朋友在沪宁高速公路阳

澄湖服务区“科技馆”内体验“滑雪”。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AA1111星期一       2019年9月23日       Monday, September 23, 2019

FREE ADMISSION / FREE LUNCH

1st Prize: Apple iPad Mini
2nd Prize: 5 Scholarships ($100 cash each)

休城新聞

【【泉深翻譯報導泉深翻譯報導】】HRHR10441044 / S/ S386386 投票於投票於
20192019年年99月月1919日在美國參議院舉行日在美國參議院舉行，，佐治亞州佐治亞州
參議員參議員David PerdueDavid Perdue與參議員與參議員Rand PaulRand Paul達成協達成協
議議，，取消了基於國家的綠卡限制取消了基於國家的綠卡限制，，阻止它帶給阻止它帶給
HH11BB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尤其是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工作人尤其是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工作人
員的壞消息員的壞消息。。

HRHR10441044 / S/ S386386再次被阻止再次被阻止！！
該法案需要參議院一致同意該法案需要參議院一致同意（（UnanimousUnanimous

ConsentConsent，，UCUC），），看起來很難說服參議院的每一看起來很難說服參議院的每一
個參議員投票個參議員投票，，該法案再次陷入僵局該法案再次陷入僵局，，直到與直到與
佐治亞州參議員佐治亞州參議員David PerdueDavid Perdue達成妥協達成妥協。。

下周可能會在參議院再次提起下周可能會在參議院再次提起，，因為參議因為參議
員員Mike LeeMike Lee說他將試圖說服佐治亞參議員說他將試圖說服佐治亞參議員，，並並
試圖達成共識試圖達成共識。。

““我們有一些語言需要澄清我們有一些語言需要澄清，，我仍然對這我仍然對這
項立法對某些特定行業的影響有所擔憂項立法對某些特定行業的影響有所擔憂，，不僅不僅
在我的佐治亞州在我的佐治亞州，，而且在整個國家而且在整個國家。。我想與我想與LeeLee
參議員一起解決這些問題參議員一起解決這些問題，，並迅速就此問題達並迅速就此問題達

成一致成一致。。我承諾與他和他的團隊合作我承諾與他和他的團隊合作，，以確保以確保
我們得到解決方案我們得到解決方案，，因為我們想要完全相同的因為我們想要完全相同的
事情事情。”。” 佐治亞州參議員佐治亞州參議員PerduePerdue 說到說到。。

沒有必要讓人失望沒有必要讓人失望，，因為這是參議院的正因為這是參議院的正
常過程常過程，，與與GrassleyGrassley 和和Rand PaulRand Paul一樣一樣，，參議員參議員
PerduePerdue將會有一些交易將會有一些交易。。

早些時候早些時候，，ImmigrationVoiceImmigrationVoice 小組報導小組報導 H.H.
R.R.10441044 / S./ S.386386--高技術移民公平法案將於高技術移民公平法案將於99月月1919
日星期四由參議院一致同意日星期四由參議院一致同意（（UCUC））投票投票。。據報據報
導導，，參議員參議員Mike LeeMike Lee 和和 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 已經與參已經與參
議員議員PaulPaul談判尋求合理的妥協談判尋求合理的妥協。。 PaulPaul早些時候早些時候
對對SS386386法案提出了阻止法案提出了阻止，，理由是對醫療保健工理由是對醫療保健工
作者簽證的擔憂作者簽證的擔憂。。

參議員參議員Rand PaulRand Paul協議協議（（Senator Rand PaulSenator Rand Paul
AgreementAgreement））

保羅參議員已經同意取消對保羅參議員已經同意取消對SS386386法案的控法案的控
制制，，其條款是為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其條款是為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55kk綠卡的綠卡的
固定配額的固定配額的Schedule-ASchedule-A安排安排。。

固定配額將在未來固定配額將在未來99年內繼續適用年內繼續適用，，這可能這可能
是預計印度和中國積壓的時間框架是預計印度和中國積壓的時間框架。。

這些工作人員目前每年都會收到大約這些工作人員目前每年都會收到大約55,,000000
張綠卡張綠卡，，而這項在取消國家綠卡限制後保留席而這項在取消國家綠卡限制後保留席
位的協議對包括印度和中國工作人員在內的所位的協議對包括印度和中國工作人員在內的所
有各方都是公平的有各方都是公平的。。

印度綠卡優先日期運動印度綠卡優先日期運動
如果該法案於如果該法案於20192019年底成為法律年底成為法律，，那麼來那麼來

自印度和中國的納稅技術移民的美國綠卡等待自印度和中國的納稅技術移民的美國綠卡等待
時間將減少到時間將減少到1010年年。。據估計據估計，，如果該法案通過如果該法案通過
，，印度綠卡印度綠卡EBEB11，，EBEB22和和EBEB33日期應立即到日期應立即到20142014
年年99月月。。 20142014年年99月之後的其他等待日期將在月之後的其他等待日期將在
隨後的隨後的44年內獲得年內獲得。。據估計據估計，，20142014年年99月至月至20162016
年年99月的效績數據應在月的效績數據應在20232023年年1010月之前生效月之前生效，，
依此類推依此類推。。一旦從一旦從20092009年到今天等待排隊的人年到今天等待排隊的人
員被清理員被清理，，從從20202020年起獲得年起獲得 I-I-140140批准的新申批准的新申
請人應該會在一年內獲得綠卡請人應該會在一年內獲得綠卡，，就像今天其他就像今天其他
國家一樣國家一樣。。

參議院批准後總統簽署參議院批准後總統簽署
當當HRHR 10441044和和SS386386合併並通過參議院後合併並通過參議院後，，

下一步將是總統簽名下一步將是總統簽名，，77％的出生限制國家將被％的出生限制國家將被
永久刪除永久刪除。。希望法律通過並使所有國家的製度希望法律通過並使所有國家的製度
公平公平，，不論其規模不論其規模，，技能和顏色如何技能和顏色如何。。綠卡應綠卡應
按先到先得的原則頒發按先到先得的原則頒發，，而不是以出生國為基而不是以出生國為基
礎礎。。如果特朗普政府本週通過參議院如果特朗普政府本週通過參議院，，那麼特那麼特
朗普政府如何應對這項法案將會很有意思朗普政府如何應對這項法案將會很有意思。。特特
朗普已經準備好將基於功績的移民問題作為他朗普已經準備好將基於功績的移民問題作為他
選舉演講的主要議題選舉演講的主要議題。。取消以國家為基礎的限取消以國家為基礎的限
制將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可喜的一步制將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可喜的一步。。基於綠基於綠
卡的更多優點意味著更多的所得稅和經濟中的卡的更多優點意味著更多的所得稅和經濟中的
工資平衡工資平衡。。目前有時受雇主剝削的目前有時受雇主剝削的HH11BB工人將能工人將能
夠談判更好的工資夠談判更好的工資。。考慮到考慮到HH11BB工人也可能要求工人也可能要求
與其他美國公民工人相同的工資與其他美國公民工人相同的工資，，美國工人也美國工人也
不會面臨替代不會面臨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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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報導】2019年9月20日星期五，一輛載著中國遊客的大巴在美國猶他州的布萊斯峽谷
國家公園(Bryce Canyon National Park) 附近翻車，四人死亡， 另外26人受傷，其中幾人傷勢嚴
重。

猶他州的交通和警察部門說，事故發生在中午12點30分左右，地點在公園西側的12號州際
公路上；翻車事故的原因正在調查中，但似乎並非天氣因素造成。

當局說，當大巴在馬路上轉彎並向後傾斜時，車上坐著包括司機在內的30人。現場照片顯示

，車頂被撞凹進去了。
猶他州公路巡警發言人克里斯•畢曉普表示，26名倖存者被送往各家醫院，有輕傷的也有重

傷危及生命的。畢曉普說，至少有5人受了重傷。
警長發言人說，有五名受傷人員是通過直升機送到醫院的。所有29名乘客都是說普通話的中

國大陸人，事故後語言溝通有很大的障礙。

滿載中國遊客的大巴
美國猶他州翻車，四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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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美國這麼多年，每次回國給父母公

婆買營養品除了美國藥店裡的老三樣：鈣
片、魚油、維生素，還有最重要的一份就
是威斯康辛州（Wisconsin）出產的花旗
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西洋參。基本上家
裡幾位老人吃的西洋參這麼多年就沒有斷
過，所以，自詡對挑選西洋參還是有些經
驗積累的。

9月8號下午，由美國紐約裕威參行
“參夫人”劉小梅女士主持，特邀威州有
30多年種植經驗的參農Keary Drath先生
一起來德州舉辦了一場“美國西草藥之野
山參、野靈芝德州專題講座”，這麼好的
學習機會可不能錯過，我興沖衝趕去會場
，希望能夠和專業人士當面討教學習更多
的花旗參種植、挑選等方面知識。

果然老年群體更重視養生，到場的幾
乎都是阿公阿婆，而且都不怎麼會英文，
可老人們又很希望和參農Keary請教種參
選參的經驗，於是，我自告奮勇作了臨時
翻譯官，這下子講座氣氛一下熱鬧起來，
台上劉女士和Keary耐心為大家講解，台
下阿公阿婆積極提問，兩個小時的講座一
下就過去了。下面我就把講座中學到的一
些有關花旗參的知識點給大家總結歸納一
下，與鄉親們共享。

1】花旗參種植週期。花旗參之所以
價格不菲，除了本身的營養和藥用價值外
，它的生長周期長，種植費時費力也是主
要原因之一。花旗參的花和種子都是紅色
的，生長三年以上的參才會開花結籽，而
種子被種在土裡，又要經過18個月才能
生根發芽，所以一棵成熟有營養價值的西
洋參至少需要4～5年生長時間才算合格

。台下聽眾提問說
“既然人參越老越有
營養越值錢，為啥不
多種幾年再挖呢？”
Keary先生老實的回答
：“因為從經濟角度
來說3年參（除去18
個月的生根發芽期）
對參農來說最划算。
養參很辛苦，他們要
模擬森林中的自然生
態環境，搭設8英尺
高的涼棚，控制好濕
度溫度，除草捉蟲，
還要防著浣熊、鹿、
老鼠等各種小動物來

啃食。所以，3年參長成拇指大小已經是
非常不易了，而此時的西洋參無論從回甘
度還是人參皂嵌含量都已達標，所以參農
會趕快挖出來賣錢來周轉資金。”

新鮮人工種植3年參的樣子，放在通
風涼爽的地方可以保持4～6週，參莖參
葉都可以吃。

2】威斯康辛花旗參為何有名。大家
是否知道美國90%以上的花旗參都是產自
威斯康辛州呢？而威州不僅因為氣候、土
壤和森林資源適合種植花旗參，更重要的
是威州參農百年以來都堅持使用“處女參
地”（Virgin Soil）種植方式，就是用從
未種植過花旗參和其它根莖類植物的土地
來種植。而每一片被種植過花旗參的土地
在收穫以後將再也不會用來種植花旗參了
，這樣就可以確保每一批花旗參都有充足
的養分吸收，保持威州花旗參特有的甘甜
純淨和營養成份。不僅如此，收穫的花旗
參還要送檢第三方，化驗其重金屬含量，
農藥殘存含量和人參皂嵌含量是否達到
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和EPA（美
國環境保護署）的嚴格要求，過關了才可
以走向市場。 Keary先生還介紹說威州的
每一位參農都要有美國農業部頒發的種參
合格證書才可以種植，而且他都不用化肥
去催生，採用半人工半自然的種植方式，
以確保花旗參的品質。我不禁杞人憂天的
問keary“那如果處女參地都被種完了你
們該咋辦呢？”Keary 憨厚的笑著說：
“不會呀威州很大的，我每年只需要種植
7英畝的參地就夠吃夠喝了。而全威州每
年只開發1000英畝的參地，所以不用擔
心沒有地種呀。”好吧，我就是那個好事
者，私下忍不住劈裡啪啦的計算了一下，
果真不用擔心。威州面積是65，498平方

英里，1000英畝等於1.563平方英里，
65498/1.563=41905年，就算除去住宅工
廠旅遊等其它土地，打個對折也還有2萬
多年可種呢。這下放心了，下輩子無論是
人是神都還可以吃到威州處女地西洋參呢
。

3】如何分辨野生和人工種植的花旗
參。大部分野山參無論是新鮮的還是曬乾
的都會有明顯的皺環紋，且紋路深而細密
，橫紋有規律性。野生參的肢體較小較輕
，帶著深黑色泥土的痕跡，且形狀千姿百
態。人工種植的參顏色偏土黃，表皮較平
滑，個體較大形狀也比較規整。野山參聞
著比人工的參味兒更濃郁。

4】真假威州花旗參的鑑別。 Keary
說現在市面上有些自稱是威州花旗參的商
家其實進貨渠道在中國，他們把中國人工
種植的參進行重新包裝，甚至進行一系列
的人工加工沖洗手段，混在威斯康辛西洋
參中出售。我問Keary如何鑑別，這位經
驗豐富的參農也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說
“光從外表上看很難區分，只有親自品嚐
，味道會告訴我這是不是家鄉的土地出產
的參。”我聽了心裡直翻白眼，說了半天
對於普通消費者還是很難鑑別真偽啊。幸
虧參夫人劉女士請大家分別品嚐3年參、
15年參以及參酒的味道，她告訴我們買參
一定要品嚐一下，自然清香，入口甘甜，
回味悠長，後味沒有苦澀，這就是威州西
洋參的基本特徵了。而且年代越久的參密
度越大，非常堅硬，吸水膨脹率高，這些
都可以作為鑑別上品花旗參的特徵。

5】花旗參的藥用價值。其實不用說
大家上網隨便一搜都會知道西洋參有清熱
補氣，提神養顏等多種功效。目前在臨床
應用中，還被證明對久病體虛、慢性肝炎
、中晚期癌症腹水和進行放化療之後的病
人都有一定療效。如果花旗參和靈芝合用
，更是效果顯著。

總而言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
論是威州花旗參還是東方紅、白參，都有
大批擁躉者，尤其對於注重養生的中老年
人群，真是一杯參茶在手，閒看歲月悠悠
。年輕朋友們也可以儘早學習一下參茸知
識，以後為長輩盡孝時也可以買的踏實放
心。我們這些海外遊子，每到中秋月圓夜
，舉頭思故鄉，低首念親人之時，唯有願
這棵棵清香甘醇的人參，鐫刻著似有若無
的傳奇，裹挾著千絲萬縷的惦念，借月光
送去深深的祝福，祝家鄉的長輩們安康永
遠。

《《威斯康辛州的花旗參威斯康辛州的花旗參》》

我们都知道，虚拟现实技术

近些年可谓是发展非常迅速，以

至于各地都能看到许多虚拟现实

技术体验馆，而此时一个在上个

世纪90年代就曾被提出过的问题

再一次被人提及，那就是：世界

可能是虚拟的吗？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我们是生

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这其中有

科技界大佬马斯克、哈佛哲学家

特罗姆（Nick Bostrom）以及科

学界众多科学家。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影视作

品也有很多，比如说《黑客帝国

》、《异次元骇客》等等，这些

影视作品无一例外地告诉我们，

如果人的“感觉”被蒙蔽了，那

么根本无法分清什么是虚拟什么

是现实，也就意味着感觉将不可

靠。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所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是否就

是真实的呢？这些感觉是否可以

伪造呢？其实想要知道人的感觉

是否可以伪造，首先要知道人

“感觉”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说说视觉，物体反射回

来的光，通过瞳孔传递到眼球后

面的视网膜上形成图像，然后这

些图像被眼睛里的感光细胞所吸

收，从而将光刺激转为神经刺激

然后传给大脑，大脑再复原出相

应的图像，这些图像就是我们看

到的东西。

而人眼可见光的波长只是电

磁波波长范围的很小一部分，也

就是是说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电磁

波是人眼所看不到的，并且不同

人眼睛看颜色也是有差别的，甚

至人与其他生物看同一个东西也

有很大的差别。

这也就是说，每个人、每种

生物眼中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甚至无法确切知道世界究竟

是什么样的，或许世界本身根本

没有颜色。

物体振动产生声波，这些声

波被我们的耳廓所收拢，传送到

中耳引起鼓膜震动并传到听小骨

，然后这些震动会被传送到内耳

，到达内耳之后耳蜗内的淋巴液

就会流动，使耳蜗内的听毛细胞

运动，将声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这些信号最终到达大脑成为我们

听到的声音。

和视觉一样，人的听到的声

波频率也有范围，一般介于

20HZ-20000HZ之间，高于或低于

这个区间的声音人类都听不到。

正因如此，每个人、每种生

物对声音的理解也是各不一样，

也许世界本身或许没有声音，那

只是机械波振动而已，声音只是

人的器官以一种抽象的形式感知

到了这种震动，或许在其他动物

那里，这种震动是不同于声音的

体验。

触觉是接触、滑动、压觉等

机械刺激的总称。触觉的本质是

遍布全身的触觉神经对压力、温

度等现象的一种感知，而压力、

温度在更深的层次上其实是微观

粒子活动的表象，比如压力，其

实是物体表层原子对皮肤表层原

子的斥力，而温度则是物体电子

活动的剧烈程度等等。

触觉感受器将感知到的信息

转换为神经脉冲，通过神经系统

传递到大脑，再由大脑对信息进

行解析和还原，从而形成触觉。

舌头之所以能够尝到各种味

道是因为舌头上的“舌乳头”，

当舌头上的这些“舌乳头”受到

相应的化学分子刺激之后，就会

产生神经脉冲，这些脉冲经过神

经系统传递给大脑，于是我们知

道了这个物体的味道。

鼻子想要味道气味，首先要

有气味来源，通常是空气中的挥

发性化学分子。当化学分子被吸

入鼻腔，便与嗅觉受体结合，并

改变嗅觉受体的蛋白质构型，产

生一连串讯息传递反应，进而活

化嗅觉细胞，激发细胞膜上的电

位改变，进而产生神经脉冲，然

后通过神经系统把电信号传到大

脑，于是我们就闻到了各种各样

的味道。

其实人类的感觉过程完全可

以用电脑来类比，比如说人们用

数码相机拍摄了一个景物，然后

将这张景物照片放到电脑，电脑

根据这些数据控制显示器像素点

的强弱形成图像，但电脑其实并

没有真正的看到景物，它得到的

只是数据而已。

大脑也是这样，大脑得到的

都是神经传递的电脉冲数据，所

有的一切感觉其实都是大脑根据

数据采用某种建模算法想象出来

的，这种感知也许根本无法展现

现实世界，也就是说世界的本来

面目我们根本无从得知。

既然感觉的本质都是大脑对

电脉冲数据的建模还原，那么我

们是否可以伪造数据，让大脑的

感觉系统出错，比如将一张桌子

感觉成一个蛋糕，或者直接制造

虚假的感觉让大脑陷入虚拟世界

无法自拔？经过多年的研究，科

学家认为完全有可能。

如果将一个人的大脑整个摘

除出来，放到一个营养液缸中，

并确保它能正常存活和工作，这

个时候，如果把这个大脑的各个

感觉中枢都连上密密麻麻的数据

线，然后给其视觉中枢传送吃蛋

糕的电信号，同时给嗅觉和味觉

中枢传送蛋糕味道的电信号，那

么这个大脑就会真的觉得自己正

在吃蛋糕，是不是细思极恐？

正因为人类的感觉可以轻易

的被伪造，并且根本分不清哪个

是现实哪个是虚幻，所以一直有

科学家怀疑我们生活的世界是虚

拟的。

事实上，不仅是人类的感觉

能被伪造可以说明世界是虚拟的

，一些现实中难以解释或者说根

本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似乎也

可以说明世界是虚拟的，比如说

光速恒定、观察者效应等等。

而理论物理学家詹姆斯· 盖茨

（Sylvester James Gates）近些年

称其研究团队在研究超弦理论公

式的时候，这这个公式中发现了

可以自动纠错的二进制代码，要

知道这种代码现在普遍用于计算

机程序中。

同时他强调，这次发现的确

实“是”二进制代码，而不是

“像”二进制代码，如果再有进

一步的发现，就能知道我们所在

世界是否为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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