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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地產投資主要指的就是商業地產。
出租公寓雖然是住宅，但是歸屬于商業地產。
美國地產投資主要指的就是商業地產。出租
公寓雖然是住宅，但是歸屬于商業地產。

美國的商業地產投資從大類上來說，屬
於非公開市場另類投資範疇。不在公開市場
交易，是屬於一個中長線投資。如果你的產品
是短線，投資成本就會很高，波動也會很大。
而美國的商業地產和股市相對來說是脫節的
，美股對我們的衝擊很小，基本是沒有影響的
。很多家族，會配置20%甚至30%在商業地產
領域，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它和公開市場可以
對沖。

那麼，在海外做房產投資，“租金收入”和
“資產增值”，哪個更賺錢呢？

雖然有可能同時獲得既有強勁資本增長

又有高租金的房子，但
這種情况實屬罕見。通
常，投資者需要在這兩
者之間做出抉擇。

何謂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就是 ROI ( Return on Invest-

ment or Rental Yield), 也就是指租金收入，俗
稱“以租養房”。它是指租房獲得租金與房屋
價錢的比值。租金可用來衡量房產的投資收
入情况，可以真實反映市場的真實需求。租金
收入很重要，因為它們可以幫助還貸款，這是
購買投資房之初的主要目的。

租金的優點是投資風險較低，能產生現
金流，從而幫助保護投資者免受利率衝擊，同
時減少持續現金投入的潛在需求。

當然，在房產出售時，資本增值很可能會
比擁有強勁資本增長的房產(獨立屋)低，特別
是將房屋年複合增值率的影響考慮在內，這
是其最明顯的劣勢。

何謂資本增長?
資本增值就是所謂的 Capital Gain or

Capital Growth, 也就是房產現有資產價值減
除購入時之價格，所賺取或損失之價值。

即當持有的可變賣資產(如股票、或者房
產)，在脫手時，其賣價高于原先購進成本，即
產生利潤，此利潤為已實現的資本利得。

在考慮購買資本增值的房屋時，獲得可
觀的資本增長是每個投資者的目的。從長期
來看，要把強勁的資本年增長率定義為通貨
膨脹率加上4% - 5%，因此考慮的資本增值
率應保持在6.5 - 7.5%之間。資本增值空間較
大的一般是獨立屋。

資本增值的優點是具有產生長期資本收
入的潛能。不足之處在于持有該類投資性房
地產期間需面臨利率風險，如果按揭利率上
調，您很可能要向房貸月供貼錢。
((取材網路取材網路))

投資美國房產投資美國房產租金和增值
哪個更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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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房屋愈來愈普遍，電視節目熱衷
于此，許多人甚至打算自己動手做。

房屋翻修計畫就是：買了一個房屋，
屋況並不很好，正因為年久失修而可獲得
優惠，買屋後花幾個星期翻修，而後快速
轉賣，一般都可獲得些許利潤而脫手。

理論上，整件事非常簡單，但實際操
作起來可能在某些地方出錯，不可不慎。

以下是常見的翻修房屋失誤：

1. 沒有足夠金錢
您也許早已聽過 「先花錢而後賺錢」

，翻修後轉賣房屋就是這麼一回事。所以
，在獲得利潤前，必須先花一點錢整修，
好比添加新裝置、更換電器等等，費用高
低取決房屋升等的程度以及使用材料。假
如興沖沖用便宜價格買到一個年久失修的
房子，卻意識到手中沒有足夠資金，便可
能壞了整個翻修房屋的計畫。

2. 欠缺計畫
房屋翻修不只是賣掉房子，更重

要是獲取該有的利潤。務必要避免在
翻修階段花太多錢，所以要準時、守
住預算，而後按部就班將房屋推出上
市、最後以合理價格銷售。其中只有
任何一個環節欠妥當，就可能虧損。
所以勢必要事先訂計畫，計畫內容應
包括：維修清單、待換物品的價格清
單、細部計畫的時間表。

3. 欠缺房產保險
翻修房屋很重要的一項訣竅是：保險

。房產保險不僅適用于您的房產，還可在
房屋翻修期間擁有火災、洪水或丟失物品
和材料的保險。投保要花錢、連帶稀釋獲
利，但買了保障，是值得的。

4. 對市場不瞭解

簡單來說，就算翻修計畫很順利、房
屋售價也合理，但如果市況不好，還是很
難賣。所以，對當地房地產市場深入瞭解
至關重要，應看看附近條件相似房屋的銷
售情況，查查看面積和格居類似的房屋賣
多少錢？屋主如何賣房？銷售過程是否真
的很慢？鄰近待售屋推出多久了？購買待
翻修房之前就該有所瞭解。

5. 轉售屋訂價過高
賣房子，訂價是一大關鍵。事先務必

進行盡職調查，也就是依特定標準對交易
對象預作調查，此外，還要調查市場。更
周延的作法是，投資購屋翻修前，就開始
考慮訂價，確保真的值得投注心力和時間
。(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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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房子大多是獨立式建築，個
性非常鮮明。並且在美國買房子，很少發
生糾紛，是最省心的。

真實的市場規矩的操作
美國房地產市場糾紛少的第一個原因

是，賣房子的人一般不能，也不敢說假話
，尤其是在對房子的宣傳上，絕對不能用
天花亂墜的承諾或虛假信息來迷惑顧客。
打開美國的房屋廣告，就能看到實實在在
的一幢幢房屋的照片，這些都是二手房。

在美國，為了避免因宣傳不實而引起
糾紛，一般只有現成的房子才能在廣告上
登照片，而那些未建成房子的模型照片是
不允許出現在廣告上的。

細節清晰明碼標價
在二手房產的廣告上，一般都會寫明

房價、地理位置、房子的結構等等。房價
的高低主要取決于房子的結構和所處的地
段

房屋的結構一般指有幾間臥室、幾個
客廳、有沒有花園、車庫，廚房的設施是
否齊全，有沒有步入式衣櫥，是否擁有良
好的景觀等等。

而房屋的地段主要是看周圍的購物和
娛樂設施是否齊全、交通是否方便以及附
近中小學校的教學質量如何等等。

如果顧客相中了房子，就會去找管家
實地考察看房子，我們會提供一份更詳細
的說明材料，其中就包括房子的各種面積

。比如總的地皮面積（包括房子本身的占
地和周圍環繞的綠地）和房屋本身的占地
面積，室內各個臥室、廚房、客廳的面積
（均以平方英尺表示）。但像衛生間、過
道、樓梯、地下室、陽臺等附屬建築一般
就不標面積了。

+在美國，單棟房子論“套”賣，而不
是按“平方英尺”出售，所以一般人不會
為一兩個平方英尺較勁的。而公寓式房子
，房屋廣告標出的也都是使用面積，而不
是國內大部分地區使用的建築面積，更沒
有什麼“公攤面積”之說，所以買賣雙方
不會因為面積而產生糾紛。當然，對于公
寓樓的電梯、樓道、草坪、院內娛樂設施
等公共面積，房主是要交物業管理費的。

買新房子情況稍有不同。一般情況下
，房地產開發商在買了地皮之後，不是自
己想蓋什麼樣就蓋成什麼樣，而是要根據
買主的要求蓋房子。所以，美國人的房子
都是個性化的。雙方先商定一個建房圖紙
，臥室、客廳、廚房、陽臺、衛生間、地
下室、樓梯等都清楚地標出位置和面積，
就連電話插座、電燈開關的位置都要標得
一清二楚，建築商必須按圖施工。

交房子時，如果買主發現任何與圖紙
有出入的地方，建築商必須免費修改。如
果是大問題修改不了，就要賠款、退款，
甚至全部重建。

造假是無法承擔的風險
在美國，房地產開發商不敢造假，否

則會被公之于眾，不僅要受重
罰，還會信譽掃地，從此不會
再有人買他們的房子。

管家的律師說，三年前有
一個開發商造房子時，沒有使
用他們承諾的高檔木料，而是
用了低檔木料，結果好幾家住
戶都發現房子的樓梯、地板等
出現了細小裂縫。于是，幾戶
人家聯合把這家公司告上法庭
，結果當然是這家房地產商傾
家蕩產，“關門大吉”。

美國沒有毛坯房
開發商不僅負責蓋房，還

負責裝修。
美國房地產市場糾紛少的另一個原因

是，開發商不僅負責蓋房子，還負責裝修
。美國人從未聽說過什麼“毛坯房”，因
為所有房子必須裝修好了才能交付使用，
不能有一點裸露。不久前，管家的一個朋
友買房子想裝抽油煙機，但是一直沒選好
牌子。于是，她想讓開發商先把煙道的洞
打好，然後等她選好牌子後自己裝。但開
發商死活不同意，說他們交付的房子不能
有任何沒裝修到位的地方。沒辦法，朋友
只好買了抽油煙機，讓開發商給裝上了。

當然，開發商如何裝修也要聽買主的
。在房子蓋好前，開發商會為買主提供一
個基本型裝修方案。基本型裝修使用的是
普通的地板、地毯、燈具、油漆等等，裝

修出來雖不豪華，但完全可以使用，相當
于國內中檔裝修水平。但實際上，大部分
人買房時都會選擇更好一些的材料和裝修
式樣。比如，基本型的裝修用的是地毯，
有的人就會選擇木地板，還有的人甚至選
擇大理石地板。管家的眾多顧客中，大部
分買三四十萬美元房子的人，都會再添2萬
—4萬美元用于裝修，希望裝修的檔次更高
一些。

正是因為法律的健全和對信譽的愛護
，使得美國房地產商不敢作假。因此，對
于美國老百姓來說，他們不但住房子是享
受，買房子也是享受，這倒應了我們常說
的一句話：顧客就是上帝。(文章來源：美
房吧)

你可能不知道的美國房產置業小細節你可能不知道的美國房產置業小細節

翻修房屋翻修房屋慎防慎防55大失誤大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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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總預算是多少？
在不知道自己能買得起多少房子的情況下開始看房子

，是浪費時間和浪費感情。除了售價，還需要考慮其他成
本，比如房產稅、房屋保險、物業費、接下來的房屋維護
和你想做的翻修。考慮到擁有房產帶來的所有其他額外費
用，比如維修費用和物業費，你可能要好幾年才能看到經
濟上的回報。

如果你想讓賣家接受你的出價，向他們展示你有能力
購買他們的房子是很重要的。這意味著你要提前獲得抵押
貸款的批准：pre-approved letter。這不僅讓買家知道他
們能負擔得起多少，還讓房地產經紀人確信，他們在為一
位合格的買家介紹房子。

2. 這個家是在洪水區還是容易發生其
他自然災害？

洪水地區或其他自然災害地區的財產可能需要額外的
保險。例如，位于聯邦指定的洪水高風險區域的房屋需要
洪水保險。（貸款公司會強制你購買）使用聯邦應急管理
局的洪水地圖服務，查明某處房產是否位于洪水高風險區
域。

同樣，如果你要在加州購買地震頻發的房屋，你可能
需要購買地震保險。另一個建議:確保你購買了足夠的保額
，以支付房屋被毀後完全重建的費用。如果你沒有足夠的
保額，那麼一旦發生重大災難，你可能要為房屋的修繕或
重建買單。

3.賣家為什麼要搬走？
瞭解賣家搬家的原因——無論是由于裁員、工作調動

還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可能會幫助你瞭解他們在談判
時的動機。一個好的買方經紀人會設法為你找到這些信息
，並衡量賣方在談判過程中的靈活性。與不急于搬家的人
相比，從急于搬家的賣家，或房子已經上市一段時間的賣
家那裏更能爭取周旋餘地。

4. 這筆交易包括什麼？
任何被認為是固定設備的東西，通常都包括在購買房

子的時候——櫥櫃、水龍頭和百葉窗。然而，也有一些東

西你認為是包含在家裏的，但實際上並沒有。
確保在你的報價中詢問房子包括什麼(不包括什
麼)。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洗衣機和烘乾機，或不
銹鋼冰箱，你要詢問賣家是否會在交易中加入
這些物品。

5. 有什麼改建或重大翻修嗎？
一套住宅可能會被描述為有四間臥室，但

其中一間可能是不符合當地建築規範的附加部
分。查明賣方自擁有房屋以來進行了哪些重大
維修或翻新，如果更換了任何電器或系統，則
要求原始製造商或安裝公司提供保修。瞭解房
屋的修繕歷史可以幫助你更好地評估房屋狀況
，並看懂賣家的要價。

6. 屋頂有多少年的歷史了？
如果一個房子的屋頂到了使用壽命，你剛

搬進去後不久，就不得不花費數千美元更換它
……如果屋頂已經損壞，你的貸款公司可能會要求先修理
，才敢批准你的貸款。換句話說，如果披露描述中沒有列
出屋頂的年齡，請確保儘快查明，以免日後造成昂貴的損
失。

7. 設備和主要系統的使用年限？
同樣，瞭解基本系統和電器的預期壽命，比如空調、

爐子、熱水器、洗衣機、烘乾機和爐子，可以幫助你預測
主要的維修或更換費用。如果這些物品的使用壽命已經接
近尾聲，讓賣家購買一份房屋保修單，在某些情況下，這
可以幫助支付更換成本。

8. 這房子上市多久了？
房子在市場上存在的時間越長，賣家就越著急去交易

。這意味著，你可能會贏得更大的談判空間，條款和提出
換地毯或刷墻之類的要求。很多時候，如果一套房子一開
始定價過高賣不出去，接下來會多次降價。如果上市公司
多次降價，而且在市場上停留的時間過長，可能會讓買家
覺得它出了問題。同時，這也是你絕佳的談判機會。

9. 這附近的房子賣了多少錢？
瞭解當前的本地市場將幫助你確定賣家的要價是否達

到合理或過高。你的房地產經紀人可以從類似的房屋中提
取類似的上市數據，這些房屋目前在市場上，並在過去六
個月左右售出，作為比較的基礎。

10. 是否存在健康或安全隱患？
像鉛塗料、氡、黴菌或其他主要危險的物品，處

理起來和拖延你的貸款批准又貴又麻煩。要求賣方提
供文件，如果曾經有問題，並查明究竟采取了什麼措
施來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懷疑存在危險問題，或者房
屋檢查員建議進行額外的測試，你可能需要為這些專
門服務支付額外的費用。當然，這都是值得的！

11. 過去保險索賠的歷史是怎樣的？
獲取一份綜合損失承保報告的複印件在過去7年

裏，是否有任何房主提出過保險索賠。這份報告可以

讓你瞭解到，如果有的話，房屋因天氣事件或故意破壞而
遭受的破壞是什麼，而賣家沒有提及。

12. 鄰居們怎麼樣？
在搬進來之前，要真正感受一個社區是很困難的，但

這一點不應該被忽視。
看看鄰居是什麼樣的人。
嘈雜的還是安靜的？
這是一個歡迎寵物的地方還是很少有寵物？
現有的鄰居是熱情友好的還是安靜沉默的？
不要僅僅依靠賣家來透露這些細節，因為你可能不瞭

解全部情況。
開車到附近走走，停下來和鄰居們聊聊天。因為鄰居

是獲取賣家可能不想分享的社區信息的絕佳途徑。

13. 附近環境怎麼樣？
你可以隨時換房或修理你不滿意的地方，但鄰里關係

是可以留下來的。重要的是，你喜歡這裏未來10年、20年
或30年你將要生活的環境。你的房地產經紀人可以幫你找
到關鍵信息，比如社區設施、犯罪統計、學校評分，附近
的公園和其他設施以及你將住的地方交通有多繁忙。

14. 這房子有什麼問題嗎？
賣家被要求提供一份披露表，列出任何已知的缺陷，

但他們沒有披露的和你不知道的可能會導致日後的重大問
題。這就是為什麼一旦簽署了購買協議，由專業的房屋檢
查員進行房屋檢查是至關重要的。檢查報告概述了房屋的
整體狀況，可以幫助你在成交前就未來的讓步進行談判，
比如維修或賣方支付的貸款。如果一個房子有太多的問題
而沒有被賣家揭露出來，你就可以退出交易而不受懲罰，(
在大多數情況下)你的定金也會被退還。

15. 我要付多少過戶費？
首期付款並不是你在交易結束日需要交的唯一費用。

您還將負責結算成本，其中通常包括貸款發起費用和產權
研究、文書處理、評估和其他管理項目的第三方費用。預
計將支付約2%至5%的房屋購買價格的過戶費。

過戶律師會你在交易結束前三個工作日向你提供交易
清單，其中包括你所有的貸款費用以及你需要多少過戶費
。一旦雙方簽署了交易文件，律師將文件發送給貸款人，
貸款人將為貸款提供資金。恭喜，現在你是房主了！

(文章來源：美房吧)

買房前買房前1515個要確定的問題個要確定的問題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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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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同樣是200平的房子為何中國房子面積縮水那麼多？
中美房產計算面積大不同中美房產計算面積大不同上

很多人查看美國房源時會有這樣的疑問：同樣是200平
米的房子，為什麼美國的房子看起來大那麼多？事實上，在美
國的200平米的房子，可使用面積的確要比中國的大。具體是
怎麼回事，下面由小編來給您詳細解釋下原因。

在房產面積的計算上，中美兩國的計算方法並不同。比
如在美國，房子面積是以居住面積來計算的。而在中國，房子
的面積是按建築面積來計算的。如果不加區分地對比，得出
的結果往往會不客觀。

中國房產以建築面積計量
在中國，房產計算面積是指建築面積。在中國，計算房產

面積要把陽臺、外墻、公共區域等地方都算入總面積之內。因
此中國的房地產有一個特別的概念：得房率。

得房率是指可供住戶支配的建築面積與每戶建築面積
之比。一般多層的建築物得房率為88%，高層的建築物得房
率為72%，而辦公樓為55%。

中國的單位每平米房價，需要除以得房率得出居住面積
。一套100平米的中國公寓，只能和美國一套70多平米的公
寓面積相當。

套內建築面積=套內使用面積+套內墻體面積+陽臺面積

建築面積=套內建築面積 +公攤面積

中國建築面積的計算規則是這樣的：

平房：不論高度一律從建築物外墻水平面計算。

樓房：從底層建築物外墻計算，二層或是二層以上的都是按
照外墻外圍水平面積計算。這樣計算出來的是整個房子或者
整個樓層的面積，但具體到每套房子的建築面積，就涉及到
一個概念：公攤面積。

何為公攤面積？
所謂公攤面積指的就是大家共同使用的地方，電梯井、

電梯間、樓梯間、垃圾道、管道井等，這些按照建築物自然層
計算建築面積。公攤面積會按比例均攤給每一套房。

舉個例子，某小區某棟樓第10層建築面積共800平米
（20m*40m），共有4套同等面積住房。電
梯間、電梯井、垃圾通道、樓梯、管道井等
占據面積共120 平米。這就意味著10樓
每套住房的建築面積是200 平米，公攤
面積每套30 平米，住房門內（含外墻和
內墻）的面積為170 平米。

美國房產以居住面積計量
首先，簡而言之，美國的車庫和陽臺

都是免費贈送的，不計入居住面積之內。
在美國沒有公攤建築面積的算法，
居住面積等于建築面積。美國房產
的價格，也不是單純地看面積，而
是要看整個小區附近房子價位。

與
中 國 不
同，在美
國 房 地
產 市 場
主 流 的
是 別 墅
而 不 是
公寓。別
墅 的 價
格 受 到
多 方 面
影響，比
如 地 區
好壞、車庫多少、室外花園土地面積多少等因素。一般美國獨
棟別墅至少三臥起，聯排別墅兩臥起，當然臥室越多價格也
就越高。同一個區域內，房子價格往往和臥室數量成正比，價
格不是采用中國國內的面積乘以單位價格來計算。

美國居住面積的計算規則
在美國的家庭住房，以獨棟別墅為主，前面我們也已經

說了美國房產不涉及公攤面積這回事。房屋面積通常指的是
居住面積，是指帶有生活功能的區域面積，如客廳、臥室、廚
房、餐廳、書房等區域面積相加之和，得出住房總面積；其他
如車庫、儲藏室、走廊、陽臺、地下室，包括內外墻體都是不包
含在內的。

另外，有些房子有實際可用但是沒有計算在正式的使用
面積裏的，比如一些裝修好或者半裝修的地下室、車庫或者
閣樓等，是可以用來當成做影音室、娛樂室或者儲藏室之類
的空間，但是沒有計算在總面積裏，這就使得房屋實際可使
用的面積更大。

這就意味著美國房屋的面積不包含外墻及隔斷墻，同時
也沒有公攤面積，同樣標榜200 平米的房子，美國的房屋是

實實在在的200 平米，再加上不
算面積的陽臺和車庫，實際使
用面積不止200平米，如果是算
地塊面積，那保守估計還能加
50平米。若中國房屋用美國的
方式計算面積，得房率70%，再
去掉內外墻體、陽臺、儲物間等
面積，200 平米的房子大概只有
120-130平米左右的可使用面積
，如此算來，中國房子的1平米，
大概相當于美國房子的0.6平米
。因此，同樣標榜的200 平米，美
國的房子真的大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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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同樣是200平的房子為何中國房子面積縮水那麼多？
中美房產計算面積大不同中美房產計算面積大不同下

中國毛坯房 美國精裝房

中國毛坯房和美國精裝房
另外很重要的是：在中國買到的房子是毛坯房：水泥墻、

水泥地和管子，廚房廁所什麼都沒有，必須買房者自己一點
點裝修。而在美國房產交房的時候，按照中國標準都屬於精
裝修。除了裝修之外，在美國房價中，同時包含了以下項目：

01、所有室內裝潢已經完備：如地板、地毯、玻璃窗、墻紙/墻漆
等全部是精裝修級別，無需賣主再自己費心。

02、廚房常用品：如煤氣/電爐、烤箱、各種碗櫃、儲藏櫃、油煙
機、冰箱等全部一應俱全。

03、盥洗室：浴缸、馬桶、臉盆、淋雨裝備、壁式儲藏櫃、瓷磚等
全部到位。

04、家用電器：洗衣機、烘乾機包含在內。

05、室內的中央空調：包括冷熱空調、熱水爐子等。

06、防火、防煤氣預警裝置。

07、車庫：如有車庫，那麼車庫、刷漆、自動門系統等都完備。

在中國買賣房子時候，如果是新房，上述這些都要購房
者額外自己掏錢去裝修和購買。如果是二手房交易，往往這
些電器設備等要另外算錢。按照一般標準，在中國每平米的
裝修價格在2000元，而這還是比較普通的裝修。

一般來說，裝修電器用品等費用是中國單位房價的10%
左右。有時候買入開發商的精裝房新房（因為是期房）還要擔
心各種隱蔽工程是否靠譜，等拿到房看到房子各種漏水，各
種返修，那真的是各種煩。相比較，美國房產的價格包含了以
上諸如裝修和用品全部計入總房價之中，內飾基本都具有有
知名大公司品牌保障，房子是真正的可以拎包入住，只要買
點家具和廚房用品就能搬遷入住，省去了金額較大的裝修和
常用家用設備等費用，省心省力。

要比較兩國房價，應該從美國房產價格中剔除這
些裝修和設備費用，或者中國房價必須也加
入相應的費用。也就是說，在對比中美兩國房
價的時候，除了面積上30%得房率的差异，我
們需要計入至少10%的裝修和設備成本。不
然，這種比較的基數差异過大，從統計學角度
來說，前提差异過大，可比性也就很低。

就中美房產建築面積不同小編諮詢了公
司的專業房產經紀，房產經紀人說，如今中國

城市商品房價格的絕對值雖然已經很高，可是從國際通用標
準（如美國房地產市場計算價格的前提和標準）來看，中國房
產的真實價格比市場交易標價高出40%。也就是說，在中國
房地產市場，銷售標價為2萬/平米的房子，按照美國房產標
注計算，中國購房者是用2萬元買了相當于0.6平米的房子，
其實際購買價格是3萬3333元每平米。

比較下來，美國的房子不僅面積大，還有裝修精緻等優
點，真正實現了拎包入住，價格也是十分的優惠，購買美國房
產好處多多哦。中國高淨值人群紛紛扎堆購買美國房產，除
了出于投資需求，獲取穩健回報，不少高淨值人群還是出于
為子女留學提供便利等需要。美國房地產市場越來越火熱，
目前，正是購買美國房產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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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為什麼中國學校無法複製
美國教育美國教育？？

儘管有大量的文章和書籍在介紹美國教育，
也有相當一部份的學者和普通家長在中美教育
之間做著對比。無論大家如何努力，悲觀地說，
這一切的對比和思考基本都屬於紙上談兵。不
可置辯的事實是，中國根本就無法複製美國教
育。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有句話說得好，事實
勝於雄辯，我用幾個簡單的事實來說明一下這
個命題。

比如說，我們都覺得美國中小學課堂教學靈
活，而中國課堂相對死板。美國學校的靈活教學
，和美國學校的課堂設置大有關係。在美國中小
學，每個班級的人數大約是25名左右，而中國學
校的班級人數是多少？大概是美國課堂人數的
兩倍吧。美國課堂學生少，老師就有可能和學生
有更多的機會互動，課堂教學也就相應地靈活
起來了。而在中國，你讓一個老師對付50多個學
生，如果中國老師想和全班同學互動，一節課就
那麼點兒時間，一旦互動起來，估計老師就沒什
麼時間講課了。中國學校的課堂設置，決定了中
國中小學的教學只能是填鴨式的，美國學校的
靈活教學法，在中國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說，美國中小學沒有固定的教材和課
本，美國老師佈置的作業，經常要求學生去圖書
館借書找資料。美國學校對教材的大撒把，和形

形色色的美國圖書館有關。根
據美國圖書館協會的統計，全
美約有各類圖書館12萬個，平
均每2500人就有一個圖書館。
其中公共圖書館8956個、大學
圖書館 3793 個、學校圖書館
98460 個、特別圖書館 7616 個
（包括公司、醫學、宗教、法律、
財經等圖書館）、軍事圖書館
265個、政府圖書館1006個。

在美國，各類圖書館就是美
國學生讀不完的教材和百科
全書。即使美國老師不用統一
的教材，美國學生也可以在圖
書館找到答案。請記住這個數
據吧：平均每2500個美國人就
有一個圖書館。這個數據，在
中國無異于天方夜譚。中國社
區圖書館的不普及，藏書有限
的中小學圖書館又不能為所有的學生提供需要
閱讀的書籍，這就決定了中國學校必須要有統
一的教材。

再比如說，美國孩子普遍喜歡運動，而中國孩
子的課外運動時間卻很有限。中美學生之間在

運動方面的不同，主要來自兩方面的原因。
一•和美國的小學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國孩

子的作業量大，這就決定了中國孩子在課餘時
間的主要任務是應付作業，換句話說，中國孩子
沒時間搞什麼課外運動。

二•再換個角度說，美國孩子愛運動，這和美
國社區公園的設置有關。在美國，公園不
僅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弄草的地方，至
少在我們這裡吧，一年四季，社區公園都
有為孩子們安排的各種課外體育活動。

比如我的孩子們就在社區公園學過打
網球，學過划船，學過踢足球。這種社區
公園的課外活動，離家近，學費低廉(居民
納稅的結果)，註冊方便。社區公園的各種
體育活動，一年四季都有專門的活動預
告和介紹。在報名前後，課外活動的小冊
子會及時寄到每個居民的家中，供家長
和孩子們選擇之用。值得一提的是，這樣
的社區公園，並不是美國大城市的專利。
在我們居住的小鎮，孩子們就能享受到
社區公園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在中國，
能有多少這樣的公園可以為孩子們提供
這種離家近價格低廉的運動場所呢？

又比如說，美國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
通過校外活動來完成。教堂，童子軍，女
童軍，都可以向美國孩子灌輸各種優秀
的為人品質。即使美國學校不上政治課，
不學白宮文件，美國孩子也會在校外的
各種活動中得到人生的指導。寬容，誠實
，有愛心，尊敬並服從父母，這些品質是

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經常講述的內容。吃苦耐勞，
對人有禮貌，助人為樂，善於和他人合作等等，
是童子軍和女童軍需要習練的本領。美國孩子
在這樣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過日復一日的薰
陶，至少會達到聊勝於無的效果。眾所周知，宗
教和男女童軍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市場，美國課
外教育中的這部分，中國完全不能複製。

通過這些簡單的對比，我們會發現一個基本
的事實：在德智體幾方面的訓練，中美孩子經歷
的過程都不一樣。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結果，
造就了外在和內心都不一樣的孩子。比如某些
中國孩子從小就知道長大以後掙大錢買豪宅，
而某些美國孩子從小就希望長大以後去非洲幫
助難民。

美國孩子運動時間多，性格開朗，也愛笑。而
中國孩子在大量作業的壓力下，內心緊張，難展
笑容。在不同的教育體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觀
也不一樣，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也就相應地有
所不同了。比如幾乎沒有哪個美國孩子會因為
沒考上好大學而選擇自殺，即使是社區大學裡
的美國大學生，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卑。

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中國學校根本就無法
複製美國教育，我們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國的大
地上把中國孩子改造成美國孩子的模樣。和美
國教育有關的所有信息，只能供中國家長和教
育工作者參考。教育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環境，只
要社會環境不變，中國的教育就很難有什麼突
破性的改變。立足本國，借鑒美國教育中的積極
因素，才是比較現實的做法. 讓中國學校複製美
國教育，只是個完全不可能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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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求學漫漫長路

據瞭解，赴美讀中學的留學生人數逐年上升，赴美
留學也日漸呈現出低齡化趨勢。那麼，為何選擇在
中學階段赴美留學？中學階段赴美留學又會面臨著
哪些現實問題呢？

為何去“嘗試”是關鍵詞
為何赴美讀中學？不同的學子有著不同的考量

，不同的家庭有著不同的權衡。但他們談到最多的
一個詞是“嘗試”，或想嘗試一下不同的教育方式
，或想嘗試一下獨立生活的滋味，或想嘗試接觸不
同的環境……

施懿珊曾在邁阿密裡維埃拉學校讀中學，現在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我更喜歡美國高中小
班授課的教學模式。他們的教學方式相比於國內更
為多樣，在課上大家會頻繁地開展課堂討論、採用
團隊協作的方式來完成課題。學習氣氛相對活躍、

開放，更適合我。”施懿珊說道。
肖少桂現就讀于佛羅里達國際大學，邁阿密日

落高中是她赴美讀書的第一站。當提及赴美讀高中
的原因時，她說：“在國內讀高二時，學校恰好有
一個與美國中學交換學生的項目，高中的最後一年
可以到美國就讀。仔細考慮後，覺得去美國讀書可
以讓我試著獨立生活，學會照顧自己，以提高自理
能力，於是這就成為我在美國求學的起點。”

怎麼讀“麻煩”也不少
採用學生間相互提問、討論、辯論的上課方式

被稱為“圓桌教育”。這是美國教學理念的一個縮
影，也是他們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手段。但
這樣的教學方式卻讓不少初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無
所適從。“剛到美國讀中學時，我最害怕上的就是
討論課，因為老師會讓每個學生都發表看法。但我

的 口 語 很
差 勁 ， 又
不 是 一 個
善 於 表 現
自 己 的 人
， 經 常 一
發 言 就 鬧
出 笑 話 。
這 讓 我 感
到 很 尷 尬
，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司徒智強說道。

據他介紹，美國中學採用學分制，由學生自主
選修課程，但選課前務必要將這門課的情況詢問清
楚。司徒智強說：“剛到美國的第一學期，我曾選
修過歷史課和音樂課，但事先並不清楚這兩門課的

難 度 。 一
學 期 下 來
， 聽 懂 的
部 分 非 常
少 。 所 以
選 修 哪 些
課 一 定 要
考 慮 自 己
的 實 際 水
平 ， 不 能
盲 目 地 選
擇 難 度 大
的 課 程 。
”

在 生
活 上 ， 赴
美 讀 中 學
的 留 學 生
也 會 面 臨
不 少 困 難
。 美 國 法
律 規 定 ，
未 成 年 人
若 是 沒 有

家長或者監護人的照顧，不能獨自在外租房。所以
大多數學子會選擇寄宿在當地家庭中，但寄宿生活
並不意味著高枕無憂。

選學校 學長可請教
學子赴美讀中學的第一步就是擇校。肖少桂說

：“美國的公立中學只允許留學生讀1年，剩下的3
年要到私立中學就讀。所以在挑選中學時，最好直
接選擇私立中學，以省去轉校的麻煩。”據她介紹
，在赴美讀中學不斷升溫的當下，一些濫竽充數的
中學和“黑中介”也層出不窮。“挑選中學一定要
謹慎，要擦亮眼睛。因為美國有些私立中學收費
‘虛高’，收取昂貴的學費卻不能保證師資配備、
教學質量。浪費錢倒是其次，浪費的時間可討不回
來。對有關信息多方瞭解是關鍵。若是不放心，不
妨將申請留學的手續委託給正規的中介機構辦理。
當然，這之前要甄別中介的資質。”肖少桂說道。

司徒智強感慨地說：“到美國讀中學只是一個
開始，大多數赴美讀中學的學子會選擇繼續留在美
國讀大學。因此，學習的時間跨度可能長達8-10年
，這期間家庭得支出一筆非常大的開銷。開弓沒有
回頭箭。我個人建議，不妨先申請旅遊簽證，去心
儀的中學‘考察’一番。畢竟環境對人的影響非常
大，當地治安、民風、學校學風等因素都會影響到
留學結果。”

“美國中學的課程成績是按整個學期的綜合表
現來給分的，由考勤、平時作業、小測試以及階段
考試等幾個方面組成，不是‘一考定終身’。所以
，若想取得好成績，就得在平時付出相當多的精力
，指望‘臨時抱佛腳’是行不通的。”司徒智強補
充道。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021B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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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留學生在美國：成績比
國內好，逢年過節最難熬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小留學生遠赴重洋來
到美國讀初中、高中。根據《2016中國留學白皮書
》顯示，中國赴美低齡留學生的年齡已開始呈現出
越來越小的趨勢，赴美留學的大潮已從本科、研究
生提前到了中小學階段。

美國中文網報道：洛杉磯時報消息，近年來，
越來越多的中國小留學生遠赴重洋來到美國讀初中
、高中。根據《2016中國留學白皮書》顯示，中國
赴美低齡留學生的年齡已開始呈現出越來越小的趨
勢，赴美留學的大潮已從本科、研究生提前到了中

小學階段。2015年赴美中學生數量達到了2013年的
1.5倍，中國已成為美國高中留學生第一大來源國。

今年年初，南加州三名中國留學生施虐同胞案
宣判，三人被判6年到13年的監禁。涉嫌綁架、毆
打和折磨同學的三名中國留學生翟雲瑤、楊雨涵和
章鑫磊，於今年1月5日與檢方達成認罪減刑協議，
三人分別獲刑13年、10年和6年。這起案件令人們

更加關注在美小留學生
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

許多家長覺得，自
己為孩子付出了許多。
其實對於小留學生來說
，他們也犧牲了許多.

留學生活是否適合
，與每個孩子的性格、
愛好、家庭背景、家庭
教育、知識與經濟基礎
以及個人和家庭的期望
值等都有密切關係。以
下上我們看看這些小留
學生在異國他鄉的成長
和經歷吧。

在武漢時，17歲小
曲（Allen Qu）的成績
是班級中游，在習慣用
成績劃分學生等級的中
國學校裡，他不被老師
重視。最終，他的父母
建議他來美國讀書，他
同意了。小曲來了 San
Marino市一所寄宿學校
讀書。

在這所西南部的中

學裡，他交了新朋友，數學成績很好，而且家庭作
業比國內少得多。學校的食物不太好吃，但週末他
可以和朋友去附近的中餐館吃飯。

小曲熱愛旅行，卻不敢和父母提出。他知道自
己需要做的就是呆在學校裡，申請到好大學。

每個月，他和父母視頻通話幾次，他的母親很
想他，父親忙於經營建材生意，較為疏遠。小曲說
，中國新年是他最想家的時候，但父母並沒有來看
他。

這所學校中，86%學生是國際學生，其中一半來
自中國。國際學生的父母很少出現在學校，也不太
和老師溝通，學校為孩子們安排了“住宿父母”，
以照顧他們平時的生活。

17歲的小胡（Hsu）是一名害羞的17歲男孩，
在美國一所高中讀書。談起來到美國，他說這是父
親的主意，他做的決定。他的父親是中國一個電器
公司總裁，父親詢問他想不想來美國讀中學，他表
示同意。小胡說自己想成為一名牙醫，不過他也表
示，這是媽媽的主意，但他覺得這沒問題。他的目
標大學是加大洛杉磯（UCLA）。

小胡說，他來美國才三個月，新生活由讀書、
籃球和電腦遊戲組成。他也遭遇過歧視，有人朝著
他大叫要他“滾回中國”。在這個私立天主教學校
，他每天和同學老師們一同禱告，儘管他不信教。
他的英語不太好，但成績一直在進步，只有體育和
數學得了B。
小胡說，“我在中國的成績達不到平均分，但在這
裡我高出平均分”。

對此，他的寄宿家庭“家長”周先生表示很開
心，認為其中不乏自己的功勞。但他也提出了自己
的擔憂：“很多中國家長早早把孩子送出國，只因
別人都這麼做。學校如何，寄宿家庭如何，他們瞭
解的並不多，這是很魯莽的行為”。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021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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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留學生來講，英語本就不是我們
的第一語言，除了要保證簡歷中的語
法沒有錯誤外，還要注意語言是否精
煉優美。修改簡歷，我們通常都會去學
校的Career Center，尋求工作人員的幫
助。這種方法保證了簡歷中沒有語法
的錯誤，簡歷內容的組織也合情合理。
但是卻也存在著一個致命不足，便是

缺乏對於專業知識領域的瞭解與熟悉
。Career Center的工作人員沒有相對的
專業知識背景，無法幫助留學生個人
發掘背景，展現亮點，而這也正是re-
cruiter在審閱簡歷時所要瞭解的。
那麼究竟簡歷要怎麼寫，怎麼改才能
變成響亮的敲門磚呢？
NO 1. 研究市面上有哪些工作適合你

！
仔細研究你
感興趣的工
作的職位描
述，留 意 公
司所看重的
技 能。包 括

使用的工具等等。
NO 2. 簡歷內容要有取捨！
簡歷要控制在一頁紙以內，精簡其中
的內容，不要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NO.3 美化修飾自己的背景！
哪方面的背景與公司給出的職位描述
相匹配，就要著重突出這方面的事蹟，

可以使用語氣較強的詞
語。
NO.4 平衡好總體概括與
細節描述！
簡歷中要寫你最擅長，以
及職位描述中最需要的
技能。對於申請技術崗位
的留學生來說，簡歷一定
要著重細節，不可以模糊
概括描述。
工作，要去哪裡找？
在美國，有以下幾種主要
的方式來尋找工作。
NO.1 校 園 招 聘 (Career
Fair)。
這種招聘一般會在學校
會場舉辦，每家公司有自
己的展示區域。校內學生
可以帶著自己的簡歷在
你感興趣的公司前進行
排隊。在投遞簡歷的過程
中，你也可以與在場的
Recruiter進行交流。類似
于國內的人才交流市場。

NO.2 專業找工作網站
例如 Linkedin，Indeed 等。此類網站需
要你先建立個人賬戶，上傳簡歷或者
豐富自己的個人主頁。在搜索欄裡輸
入自己想要尋找的工作類型可以得到
相應的招聘信息。使用這類網站還有
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建立人脈關係，時
常會推薦給使用者----“你可能認識
的人”。
http://www.Linkedin.com
http://www.indeed.com
http://www.simplyhired.com
http://www.hotjobsfinder.com
http://www.monster.com
NO.3 內部推薦。
如果你有認識的學長學姐已經工作，
而且公司內部正好有合適的空缺，你
可以通過他們來將自己的簡歷呈遞到
HR部門。這種方式也是效率和成功率
最高的一種方式。而這種方式需要留
學生自身的人脈資源，也就是我們通
常所說的networking。Networking的資
源可以來自很多渠道，例如自己的學
姐學長，或者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另外
還有一個主要的方式，就是通過在學
生時期參加的各個行業組織和社團。
由於社團與專業一致，可以認識在此
行業中已經工作過一段時間甚至有一
定行業影響力的人士，與他們多交流
多探討，也增加了你成功進入此行業
的機會。例如 AMA, 就是市場營銷專
業所屬的組織。
面試，都要準備些什麼？
面試一般情況下會有至少兩次面試，
第一面也就是前期面試，第二面通常
會On-site。當然也有公司會有三面或
者四面的情況發生。
NO.1 前期面試：

前期面試一般會有 Behavioral Inter-
view 和 Technical interview。前者可以
在網上搜索到相關的問題和答案。如
果你只是大體一看，即使問道相關的
問題，你也不知道該從何入手。對於面
試經驗超過十次以上的人來說，這類
面試通常都會變得得心應手。尤其大
多數問題都會歸結到相類似的答案，
就是突顯你的優勢，覆蓋的方面包括
leadership，team work 和 result-driven
等等。至於Technical interview，就要看
應聘者本身的能力了。
NO.2 On-Site
到這一環節之後，應聘者就要付出更
多的時間來準備，包括從公司背景，技
術要求到自身的穿著打扮都要十分注
意。此輪面試除了對個人能力的檢驗，
也是對體力和工作中抗壓能力的檢驗
。很多公司會設計出拉鋸戰一般的面
試，來觀察應聘者對於工作負荷的承
擔能力等。當然這一環節也涉及到之
前提到的H1B的sponsor問題。有些工
作是不予以提供 sponsorship 的，但是
些個別案例也提到過，經過與公司的
協商，公司最終同意給與 sponsorship。
所以說最終還是要看你的個人能力，
如果你是人才，公司也會願意破例。
勵志留在美國，或是想在美國尋找一
份工作的留學生們，如果你還在為找
工作而苦惱，請不要輕言放棄，經歷過
這個階段對你的人生來說是一次巨大
的成長。一次次的面試失敗，給與的是
一次次寶貴經驗的積累，在挫折與失
敗中積累的經驗是在別的地方得不到
的，僅屬於自己的財富。在不斷的實踐
中尋找解決的方案方法，從而達到最
終的目標，那種喜悅也是無法替代的。

留學生們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工作了嗎？？((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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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們留學生們，，你們都找到理想的你們都找到理想的
工作了嗎工作了嗎？？((上上))
【來源:走進美國】

每每來到畢業季，有人歡喜有人
憂。還記得兩年前推著兩大只行李箱，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蓬頭垢面的
降落在美國機場時的激動心情嗎？“我
終於來到了這裡，我的美國夢！”
兩年時光，總覺得太短暫，都還沒來得
及好好享受“高大上”的美國校園生活
，F1簽證就遠遠的站在那裡，急著向你
揮手告別。對於一心想要留下的留學
生們，在 F1 向你揮別的同時，可有
H1B輕輕向你招手？

留學生們，你們是否都找到了理
想的工作？你們是否還在為找工作而
苦惱？你們是否提前為畢業季的到來
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還有那些剛剛降
落在機場的學弟學妹們，你們是否考
慮過若干年後的畢業季？
在美國找工作真的很難嗎？

粗略統計，美國高校畢業的本科
和研究生回國比率達到 75%，也就是

報道中常說的”回歸熱“現象。那麼其
中有多少同學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
作而離開的呢？留學生想要找到合適
的工作有許多先決條件，也就是這類
條件導致很多同學欲留而不得。這裡
的“合適”並非只包括工作內容，工作
環境以及工作氛圍，更重要的是此公
司是否給留學生提供H1B的sponsor-
ship。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對於想
要留下的留學生來說，即使工作再合
適，也只有遺憾地拒絕。

所以對於留學生來講，在美國找
工作的難，除了尋找合適的工作本身，
還有對身份的要求。H1B每年四月抽
籤一次，怎樣計劃才能在OPT用完之
前找到工作，並且使得F1與H1B完美
交接？
真相只有一個：提前早作準備！

何時找工作才算早作準備？
首先，要讓自己GPA看起來還不錯。每
家公司都希望自己的雇員有良好的成

績背景，這一條是永不
改變的真理。在學業上
保持優等水平不僅證明
你有良好的知識基礎，
也會說明你的工作能力
會較強，這也是公司十
分看重的潛質。

確定興趣和自我價
值，正確選擇職場方向。
這個步驟可以去諮詢學
校的Career Center，請專
業的指導老師給出專業
的意見，對你自身進行
評估，從而選擇合適自
己的職業方向。定好了方向，才能更好
地開始找工作。
加強電腦和寫作方面的技能。除了上
課之余，可以自學一些電腦軟件的使
用。可以利用一系列的電腦工具創建
屬於自己的檔案或者個人網頁，這也
會使你的簡歷錦上添花。英語寫作的

技巧當然必不可少，千萬不能小覷，留
學 生 要 利 用 好 學 校 內 部 的 writing
center，加強自身的寫作能力。

上學期間最好能有一到多個專業
相關的實習，會對你之後尋找正式工
作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參加學校裡的
一些專業的社團活動，或者社區活動，
例如志願者，社區服務等。增加 net-

working機會也非常有必要，具體作用
會在下文中提到。

把握好招聘時機。每年的九月下
旬，是一年一度的招聘季。各大公司會
相繼開展校園招聘。當然，不僅是秋季
，春季也是有校園招聘的。但是最近的
行情顯示，由於公司在秋季招聘就基
本已經滿員，春季招聘的力度就會減

小，名額也會縮水。所以
應屆畢業生一定要把握
好秋季招聘的大潮！

以此類推，如果你想
在明年（2017 年）暑期找
到工作或者實習，那麼
你現在就要抓緊開始準
備了。也就是提前一年，
否則，等到秋季開學，繁
重的課業之餘，恐再有
時間和精力準備相關找
工作的事宜。

另外，2015-2016 年，
北美出現了很多為留學
生提供就業培訓的公司
，可以提早通過他們包
裝自己的簡歷以及面試
技巧，或者獲得關於找
工作的第一手資訊。例
如：MONSTER等。還有
一些華人創辦的，主要
針對在美中國留學生的
找工作資訊公司，例如
UNICAREER， Manda-
rin Consulting 和 Minty-
Mentors等等。
簡歷，找工作的敲門磚！(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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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韩再芬韩再芬：：

嫁给黄梅戏的嫁给黄梅戏的““徽州女人徽州女人””
本报记者 杨俊峰

初访季刀

贵州省凯里市季刀寨坐落在巴拉河畔，是
一个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古老村寨。车只能开
到公路边，下车后便可眺望到对面依山而建的
古寨，错落有致、屋舍俨然，炊烟袅袅。

季刀寨的生活寂静而清苦，年人均收入在
2000 多元，而当时全国农村的人均年收入是
7000元。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陈琴，一个20
多岁手脚麻利、能说会道的村赤脚医生。陈琴
给我介绍了漾婆婆，那一年，漾已经70岁了，
瘦小驼背，精神却很好，还能挑着担子在青石
板路上慢慢行走。

漾是十里八村唯一一位还会双针绕线绣的
人。这种绣法曾是巴拉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刺
绣针法，如今几乎没什么人会了。即便是漾婆
婆，也是小时候和母亲学过，母亲去世后，她
整理遗物发现一件绣了一半的盛装。她很想把
母亲的这件作品完成，就在和大家不断的探讨
和琢磨中慢慢找回了记忆，重新“学”会了双
针绕线绣法。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漾终于完成
了母亲那件盛装作品。

对漾来说，这只是了结一个个人心愿，她
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恢复了一种几乎失传
的苗绣绣法。此后几年，她闲时也会绣上些小
东西，但只是一种消遣，十里八村还是只有她
一个人能熟练掌握这种绣法。

看到漾拿出来的半新半旧的收藏，我们叹
为观止。我想让漾把她的手艺教给村子里更多
的年轻人。她摇着头说了一长串我不懂的苗
语。陈琴给我翻译说，不是她不愿意教，是没
有人想学，这个太老了，没人喜欢，也用不
上，大家都穿机织的衣服，虽然机器没有办法
绣出双针绕线绣，可又快又便宜也好看，姑娘媳
妇们都为着生计奔忙，早就不爱也不会绣花了。

我告诉她，这个手艺特别珍贵，我们要让
全村的妇女来跟她学习，拜她为师。漾婆婆善
意地笑着答应了，我知道她心里是不信的。她

恢复双针绕线绣已经快10年了，除了几个老姐
妹闲来无事和她玩耍比划一下，三四十岁的媳
妇们都不会了，更何况年轻姑娘们。

苗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
历史、传说千百年来靠古歌和刺绣得以保存。
过去，一个寨子里的绣娘带头人，常常也同时
是古歌师，一边歌唱本村本土的故事，一边将
歌中的情景画出来，教给村里的姐妹们，大家
都按照她设计的图案来刺绣，古歌师也常常是
绣娘姊妹中的设计师。苗绣对于苗族的意义，
不仅仅是一种穿在身上的手工艺术，女人们把
自己这个支系的历史传说、故事绣在衣服上，
天长日久，形成了支系非常有辨识度的图腾和
符号。

季刀是我苗绣旅程的起点，也是我一段崭
新人生的起点。之后，我一次次回到那里，每
一次都是回家的感觉。有一次，从寨门口往上
走，迎着入口的第一幢房子里，住着一位胖胖
的、头发花白的婆婆，她在家中二楼窗户看到
我来，就站在窗口大声地对我唱迎客的古歌，
那一刻的幸福感难以言表。

“爬”进展留

从宁静质朴、极具生活气息的季刀出来，
我来到剑河县的展留苗寨。展留苗寨在一座大
山的顶部，周围都是树龄 100 多年、单人无法
合抱的参天大树，被称为贵州的小瑞士。展留
的交通极其不便，其中一段山路我是手脚并用

“爬”上去的。
展留作为一个建在原始森林里的村寨，自

然风光非常秀美，而生活条件则格外艰苦。展
留的很多房屋都是陈旧不堪，歪七扭八、摇摇
欲坠。随便走到一户人家，几乎都是家徒四
壁。因为交通不便，展留只有农耕、养猪等最
基本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靠天吃饭的赤贫阶
段，比季刀更加困顿。

就是这样贫瘠艰苦的展留，保留下了苗绣
中最特别的一支——锡绣。锡绣的手法繁复而
特别，也极具代表性。绣娘是在深紫色的底布
上，有蓝色和紫红色的线，用数纱绣绣出细小
的几何图案，这样的配色已经是极致低调了，
但还只是底布。绣娘们再用金属锡打成糖纸一
样的薄片，用剪刀剪成小颗粒，用镊子捏出齿
扣，再用细线订在底布上，闪闪发亮。

相对于双针绕线绣，锡绣保留得算好，全
村百余名绣娘中，有十几位妇女都还掌握锡绣
绣法，其中包括一位锡绣大师——龙女三九。

第一次见到三九是在她剑河县城的家里，
她的丈夫很早就出来在县城工作。因为三九锡
绣手艺精湛，会有一些苗绣藏家找到她，定制
传统的锡绣苗服，价格不菲，这令三九的收入
和寨子里的绣娘有了天壤之别。

我们告诉三九我们的刺绣扶贫计划，她非
常高兴。她说寨子里的姐妹们手艺悬殊很大，
即便她手里有订单，也很难分给大家，如果我
们可以用奖励的方式激励绣娘们练好手艺，未
来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一年中我们在展留开展三四次刺绣培训，
每次培训三九都会和我们一起跋山涉水来到寨
子里给姐妹们上课，组织大家进行评比，从一
开始展留村就有六七十名妇女参与。最可喜的
是很多20多岁的年轻绣娘也开始学习锡绣，她
们的进步也是最大的。

三九为了更好地带动姐妹们，成立了刺绣
小组，小组由三九和另外 4 名积极分子组成。
她们自创了一种黄豆计数法：每次刺绣评花
时，把绣娘们的绣片放在寨子公共坝场上，每个
绣片前面都放一只碗，绣娘们给自己认为最好的
绣片前面的碗里投3粒黄豆，比较好的投2粒黄
豆……每次评比，会有 10%一等奖，20%二等
奖，30%的三等奖，其余的是积极参与奖。碗里
黄豆最多的10%会获得最高的奖金，以此类推。

因为有三九的示范作用，展留寨是我们遇

到质疑和犹豫最少的村寨，也是最早自发组织
成立自我管理的绣娘小组。经过一年的培训，
展留苗寨是我们第一批三个村寨中最早拿到订
单的——一家世界 500 强公司要给公司年会订
制200份礼品。

伴随着这批订单，这家公司还有一个要
求，希望每个参与刺绣的绣娘可以回答一个问
题：幸福是什么？那一次我们看到了很多意想
不到却无比真诚的答案。

“幸福是老人和孩子都不生病。”
“幸福是家里的猪长得壮壮的。”
“幸福是妯娌和睦不吵架。”
“幸福是孩子爸爸可以回家过年。”
……
我们请每位绣娘捧着她们的绣片拍了一张

照片，下面配上姓名和基本家庭状况以及她们
对幸福的理解。手工的魅力就在于，每一件作
品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和热气腾腾的生
活，那么真实。

后来，展留接到第一批订单的绣娘主动提
出，拿出她们收入的 5%，作为刺绣小组的基
金，平时买些针线、底布，学着女性幸福基金
的工作方式，无偿提供给那些手艺不够精湛的
绣娘，让她们在家多练习，也许下一次订单来
了，她们就能接到活路了。这些是令我最感动
的地方，她们在困顿中哪怕只有一丝光，也会
想到分给伙伴们。

携手金钟

我们第一批扶持的三个村寨中，金钟村以
破线绣见长。这是一个就在公路边的寨子，因
为交通便利，寨子里不少人外出打工，赚到钱
回家第一件事是吃饱穿暖，第二件事就是翻新
老宅。出门在外有过一些见识的老乡们自然而
然模仿起城里人混凝土建的楼房，灰白色的小
屋混杂在黑褐色的苗寨吊脚中显得格外扎眼。

金钟村的妇女祖祖辈辈擅长破线绣，顾名
思义，就是把一根丝线破成很多股，据说老一辈
有16股、32股的本领，丝线往空中一抛，因为
太轻，能飘浮着掉不下来。

现在金钟的绣娘里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奇
观，所谓会破线绣的绣娘也就是能将丝线破 4
股来刺绣，能破8股丝线的少之又少，传统破
线绣老衣的光滑细腻已不复存在，只有照猫画
虎的形似而神散。

就在村子坝场旁边，我们遇到一位六十多
岁的老奶奶在老织机上，织着一段非常漂亮的
织物。原来她和几个姐妹一直尝试用土纱纺出
来的线加上丝线来织围巾，可以令织物有光
泽。可致命的缺点是没办法收紧，戴一段时间

后围巾就秃噜着散开了。临走时老婆婆执意送
了我一条她织的围巾，很抱歉地说：“你戴几个
月可能就坏了，这样的东西我也不敢卖给人，
就是自己想想试试，因为土布围巾实在卖不上
价，你不要嫌弃就收下，戴坏了就丢了吧。”那
个围巾漂亮极了，也脆弱极了，就像金钟村的
刺绣手艺，看上去很美，其实经不起推敲，也
没有实际的价值。

和季刀与展留比起来，金钟的平均物质条
件稍胜一筹，但收入悬殊大，一个家里夫妻俩
都能外出打工的境况会好很多，也因此产生了
大量的留守儿童。如果只能去一个，甚至一个
也出不去的家庭，就过得非常艰难。我们思量
再三，决定把首批的第三个村寨定在金钟，一
来是为了保护蜕化严重只剩空壳的破线绣法，
二来我们能感受到这个村寨妇女内在的一股力
量，只要稍给她们一些动力，就能焕发出极大
的主观能动性，很有可能事半功倍。

真实的幸福

女性幸福基金在经过三四年的运作之后，
越来越成熟：先是技法培训，恢复一两年后开
启商业订单，这形成一套良性的自循环。最早
开展苗绣培训的三四个村寨已经不能满足于这
样的单一模式，我希望找到一条更理想的方
式，让绣娘们彻底离开基金会的扶持，依靠互
联网，不用走出深山也能和外面的世界接轨，
在市场上去试炼。这时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的加入给予我们很大支持。

现在，苗绣工作开展得最红火的村寨都有
自己的带头人：展留有龙女三九，季刀有陈
琴，猫猫河有李敏，梅香村有顾兰花，他们生
活在自己的村寨里，姊妹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互相讨论协商，有困难了，也由她们来和我们
沟通对接。她们是我们乡村工作真正的基石。

曾有人问我，苗绣有一百多种绣法，贵州
有这么多贫困人口，你这样一个寨子、一种绣
法的做，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会“做完”，我只能
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七八年过去了，我
们也只做了十几个村寨，十几种绣法，甚至谈
不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在外人眼里，这是各种各样的数据，收入
从3000元/年提升到7000元/年，从3个寨子变
成15个寨子，从100多人到1000多人，从3个
绣法成长为17种绣法……可在我心里，她们是
王瑛，是李敏，是陈琴，是漾婆婆，是龙女三
九。我做的一切，是为了真实存在的每一个人
和她们背后的每一份生活。这一切让我的幸福
感很真实，也很踏实。

苗寨绣娘让苗绣走出大山
邓 立

双针绕线绣、锡绣、破线绣……在
中国西南部的贵州，坐落着许多古老的
苗寨，长久以来，苗寨绣娘们的传统手
工艺很难走出大山。曾在时尚杂志担任
主编的我，做过若干濒临失传的传统手
工艺及手工艺从业者传人的报道。我
想，也许从保护传统手工艺着手改善绣
娘的生活，并利用时尚圈的资源，让绣
娘们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一举两得。

经过三四个月的筹备，中国宋庆龄
基金会女性幸福基金于 2011 年 3 月成
立，我是基金的发起人，也是践行者。
从2011年5月开始，我们在贵州走访了
十几个村寨，寻找第一批开展工作的项目
点。我和苗寨绣娘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生活在山顶的展留村绣娘至今仍保留着在山林间刺绣的习惯生活在山顶的展留村绣娘至今仍保留着在山林间刺绣的习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金钟村的代表绣法——破线绣绣出的凤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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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美籍華裔學者、聞名海內外的著
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漢學史家和周易學家、日本國文學博
士、前中國人民大學古籍所教授和華東師範大學國際漢語學院教
授、現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學學會會長劉正教授，最近受邀在
哈佛大學舉行了以“日本漢學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史學及其
對中國歷史學界的影響”（Internation and Influence of Naito
Konan and Chinese Historigraphy）為主題的專題學術演講。這
是哈佛大學從未有過的禮遇和約請，足見哈佛大學對劉正教授學
術地位和學術研究成果的重視和肯定！

世界最高學府：美國哈佛大學
在對哈佛大學的參觀活動中，劉正教授注意到哈佛大學不但

收藏了他本人的八部學術專著，而且居然還收藏了他的高祖劉鍾
麟（同治三年殿試金榜進士）配嶂公的全部歷史地理學、方志學
等方面的學術著作！他的高祖和張之洞是同年同科進士。 （關
於劉鍾麟的詳細介紹和最新研究，請見這裡：https://mp.weixin.
qq.com/s/4G-4VZZ2gFo0papW3IMuEg）

見到自己的學術著作被哈佛大學收藏的這一結果，劉正教授
笑著說：“沒想到書比真人更早進入了哈佛。”

在學術演講一開始，劉正教授首先自我介紹說：”雖然我在
日本留學和工作十幾年，但是因為我的碩士時代的專業是周易和
中國哲學研究、博士時代的專業是日本漢學和東西方漢學發展史
研究、博士後的是商周金文研究。因此，對於京都學派、對於內
藤湖南，我的研究還非常膚淺。在200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
我撰寫的18萬字的《京都學派》一書，這是對京都學派開創時
期的漢學研究的總結。又在2009年，由學苑出版社出版了30萬
字的《京都學派漢學史稿》一書，這是對京都學派第一代、第二
代、第三代學者們漢學研究的介紹和總結。去年，我又撰寫了
50多萬字的《日本京都學派漢學研究史》，這是對京都學派誕
生至今整整110年漢學研究歷史的總結。這部新作預計在明年春
節前後將在京精裝出版。如果將來有可能的話，我還想撰寫三卷
本、100萬字篇幅有各個漢學家照片的《京都學派漢學通史》。
”

劉正教授接著說：“結合今天這個題目，大家都知道內藤湖
南是日本京都學派的創始人。如果我們認真的討論他，我是指：
假如我們哈佛大學有機會每週討論一次、每次一小時的話，我相
信至少我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才可以對內藤湖南和整個京
都學派有個大致的了解。內藤先生是京都學派的最大代表，這是
無可爭辯的。我個人傾向於認定內藤是思想家。”

劉正教授把內藤湖南的一生劃分為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分
別給予說明。即：記者時代、文化間諜時代和史學大師時代。

然後，劉正教授介紹了內藤史學的代表著作是：《支那史學
史》、《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
、《支那繪畫史》可以稱為“支那古代史系列五書”。而《清朝
史通論》、《清朝衰亡論》、《清朝建國史》、《支那論》、
《新支那論》可以稱為“清朝史系列五書”。上述兩大系列十部
著作代表了內藤史學的精華。

晚年的內藤湖南及其墓地
接下來，劉正教授第一次向世人公開：在他1999年取得文

學博士學位後之後，曾經立刻來到京都法然院去祭祀他。並且當
場寫下了一首七律，我在這裡轉引如下：“七律《祭祀內藤湖南
太老師并序》，作於1999年冬。蓋棺花甲勢難休，一代東儒是

史酋。唐宋變遷增亮點，文心移動惱神州。燕山楚水支
那論，講學援軍日本羞。毀譽浮塵如落葉，投胎轉世筆
耕牛。”
劉正教授在向大家公開自己的詩歌和祭祀活動之後，又
向大家介紹了內藤湖南是如何按照一個中國傳統知識分
子的才學和性情自我要求並培養自己的。內藤湖南擅長
書法和撰寫古體七律。

京都學派史學大師內藤湖南的書法和詩歌作品
在他撰寫的七律中，他希望自己是個中國的四品官

、最後當個窮書生度過一生。這首非常有名的七律，全
文如下：“七律《山莊除夕（丙寅1926）》。空羞薄宦
半生謀，乃慕前賢四品休。三世書香研乙部，一時縞紵
遍西洲。涴班翰苑嗟才短，築室山中愛境幽。獨剔寒釭
聽夜雨，卅年塵世到心頭。”作者向劉正教授請教了這
首七律的含義。劉正教授答复說：“這首詩歌大意是講
：我為了獲得一點殘羹剩飯和微小的職位努力拼命了大
半生，卻一直很羨慕前人的滿足於四品職官的境界追求
。想我家三代都是讀書人一直在研讀著史部著作，真希
望可以做個中國的江南人去接受文人墨客贈送的白絹腰
帶。只可惜自己才疏學淺會玷污了那些真正在翰林苑的
讀書人，我就只好在幽靜的山林裡建一處居室靜靜地度過餘生。
每天夜晚聽著下雨聲去剔除煤油燈中正在燃燒的油捻子，三十幾
年風雨人生的往事全都一齊湧上了我的心頭。”

接下來，劉正教授的學術演講進入核心內容：內藤史學對中
國歷史學界的影響。

首先，劉正教授以王國維考證甲骨文時和內藤湖南的相互啟
發為例，說明王國維的甲骨學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
先王考》一文，是在和內藤湖南的相互學術交流和啟迪中完善的
。正是這一決定性的發現，確定了甲骨文史料的真實性，也證明
了《史記·殷本紀》記載的真實性。

其次，敦煌學在中國歷史學界的出現和發展，更是內藤湖南
的貢獻所在和對中國歷史學界的巨大影響所在。劉正教授提出：
真正的敦煌學的開創者應該是內藤湖南。無論從敦煌史料的蒐集
、整理、使用和規範，還是從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和文獻對比考
證等方面來說，內藤湖南奠定了敦煌學的各個研究模式和研究基
礎。

第三，內藤湖南在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中，肯定了清代史學大
師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一書的史學思想和學術貢獻。在《支
那史學史》中，他特別肯定了章學誠創建方志學的學術史意義。
這本《支那史學史》現在的漢語譯本，一直是中國和台灣學術界
和讀書界的熱門著作。

然後，劉正教授就內藤湖南提出的“中古貴族制說”展開的
詳細說明。內藤湖南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形態時，尤其是在政治
體制和經濟制度方面，他看到了從宋到清保持著一致性，而從漢
到唐則表現出相似性。在這兩個時間段之間則可以看成是下一階
段的過渡。於是，他鎖定宋代為中國歷史變化的中樞，以唐宋變
革而宋清一體的“近世說”作為內藤史學的立足點，形成了國內
外中國歷史學界所熟知的“內藤假說”。

最後，劉正教授還特別介紹了內藤史學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對
中國歷史學界產生的特殊作用：關於研究禁區現象。內藤湖南認

為：古代的中國文化在其特定的時代和地域內形成了所謂的“文
化中心”。而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時還會越出漢民族、中原甚至
中國本土的範圍，形成一個他所謂的“東洋文化圈”。換而言之
，他主張：中國文化的中心下一步將要移動至日本，由日本來振
興中國文化就成了近代日本的天職。內藤湖南提出的“中日文化
同一論”，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國文化中心的延長點和未來中心
所在地。內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在其起源上則是和清代
乾嘉學者的地理學思想、尤其是和趙翼“氣運”的移動說的史學
思想是分不開的。這一理論至今是中國歷史學界的研究禁區之一
。

整個學術演講一氣呵成，邏輯嚴密，得到了哈佛大學與會者
的高度肯定和熱烈掌聲。演講結束前，劉正教授還現場回答了聽
眾的幾十個問題。

劉正教授的學術演講會由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兼Carswell講
座教授、現年72歲高齡的世界漢學泰斗Peter K. Bol老教授親自
主持。

劉正教授，這位出自清代學術名門之後、留日多年的著名學
者，歸國後先後在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等大
學任教多年，現在又在美國開始了他的晚年走進美國學術界的衝
刺和奔跑！他正在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著。日本京都學派著
名學者、日本秦漢史研究會會長、名古屋大學教授江村治樹博士
；日本京都學派著名學者、日本道教學會會長、關西大學教授坂
出祥伸博士等多位日本學術界的漢學研究泰斗級大人物分別對劉
正教授的這次學術演講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肯定，認為這是“
ハ-バ-ド大學でのご講演大變名譽なことと存じます。おめで
とうございます”（大意是：您在哈佛的學術演講是種極高的榮
譽和學術肯定！熱烈祝賀！

（作者：周艷霞，上海戲劇學院副教授、國際考古學暨歷史語言
學學會理事、研究員）

美籍華裔學者劉正教授
應邀在哈佛大學舉行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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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公開賽考賽茨奪冠法國公開賽考賽茨奪冠

【本報訊】時間： 2019年11月
2日(週六) 上午 10:00-12:00

地點： 美南銀行總行社區服務
中心（Member FDIC）

地 址 ：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連絡電話： 713-975-1088
主講人: 常中政 (常安保險負責

人、美南國際電視台 『休士頓論壇
』 主持人)

每年最後一季進入Medicare 及
個人健保年度申請期，全美數千萬
民眾面對眾多健保計畫,

往往一頭霧水。美國醫療費用
昂貴世界居冠，健保保費隨之水漲
船高，以致無健保者人數逐年增加

，一旦遭遇重大醫療開支，不但造
成個人及家庭的財務危機，也帶給
整個國家沉重的社會成本。因此，
如何建立一般民眾負擔得起的健保
制度，成為歷任總統最重大的課題
。 2006年，Bush政府將實施有年
的Medicare 制度開放民營；2013
年，Obama總統力推的Affordable
Care Acts

全面實施，美國健保體系雖然
經過兩度翻天覆地的大改變，卻因
為沒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以致制度
越改越複雜，民眾無所適從。

為協助民眾了解美國健保體系
的最新近況，美南銀行特別邀請資
深保險專家常中政，為大家解答一

般民眾在 Medicare 與 Obamacare
申請過程中常遇到的疑問。常中政
長期從事社區服務工作，以自身專
業提供民眾必要的保險常識，他連
續15年在休士頓僑界以Medicare
ABCD

為題舉辦講座，並經常受邀到
各非營利社團機構演講，為民眾解
惑。

美南銀行一向以服務社區為宗
旨，對於攸關民眾切身福利的資訊
，本行隨時舉辦講座，提供民眾最
及時及專業的訊息。此次講座入場
免費，現場備有茶點招待，並開放
民眾提問，歡迎商家企業及社區民
眾踴躍參加。

光鹽社舉辦乳腺光鹽社舉辦乳腺XX光攝影檢查光攝影檢查
【原創： 天璐 一束光】一星期

前診斷出來了，不是良性。
兩週前家裡的屋頂開始漏雨，昨天工

人來修。因為我們在醫院所以沒有付錢，
工頭今天特地跑來拿支票。

給他支票的時候，我告訴他我剛剛被
檢查出有癌症，沒有想到他第一個反應就
是說：我可不可以為你禱告?

然後這個可愛的小工頭拉著我的兩隻
手，開始用西班牙語為我禱告。

他的禱告很有力量，禱告完了他很肯
定地跟我說：你會被醫治的！

我本來還想讓他看看車庫，那裡也有
漏雨的地方，他說可能跟屋頂沒關係。臨
走的時候他又說你自己測試看看，如果真
是屋頂的話，我派工人免費來幫你修。

自己也正在癌症治療中的爺爺知道了
我的病情，昨天吃午餐的時候鄭重其事地
跟我們商量，可不可以把他兩次手術變成
一次 ，這樣少給大家添麻煩。

爺爺的方案聽起來像是一個補自行車
胎的方案，但他講得特別認真，實在是太
可愛了。

今天教會裡好幾家弟兄姐妹到家裡來
看望我們，為我們禱告。弟兄姐妹們的愛
讓我們在這麼大的困難當中一點都不孤單
，覺得特別溫暖。

就像今天主日崇拜當中牧師所說：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豐盛的筵席
。”

敵人（困難）和筵席同在。
困難雖然大，但是主豐盛的恩典更大

。
感謝主，美東，美西，美中，美南和

中國的姐妹們組建了給我加油的微信群。
昨天我在想，得癌症的人那麼多，我卻領
受瞭如此巨大的扶持，真心感恩神家的恩
典和美好......
回音壁

Shelly：太好了！說實話，這是我得知
天璐生病以來，第一次感到了positive。前
兩天，我一直在想，天璐說她感到自己像
是場上的運動員，要起跑了，我們要為她
加油。

而我感到的卻是她如同那個要上前線
打仗的人，我卻被這一消息打暈了頭，成
為了一個沒有勇氣的小兵。心裡還在問著
那沒有問出口的問題:

這場仗一定要打嗎？好希望奇蹟般地
恢復到從前。

慢慢地，被大家信心中的禱告與天璐&
子豐無畏的勇氣與信心鼓勵、更新。想到
這裡就好感動，感謝主如此恩待我，讓我
有機會見證天使們與神國精兵們的美好見
證，從而讓我的心意可以得著更新。

不浪費我的癌症不浪費我的癌症
理工女病中札記理工女病中札記((11))診斷出來了診斷出來了

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美南銀行社區服務講座『『MedicareMedicare與與ObamacareObamacare 教育講座教育講座』』

【 本 報 訊 】 每 年 的 十 月 為
Breast Cancer Awareness Month。
為更好的服務更多婦女朋友，光鹽社
與The Rose clinic 合作，於2019 年
12月12日將舉辦乳腺X光攝影檢查
。根據醫療統計報告，乳癌是女性最
常見的癌症，全世界每15秒就有一
位被診斷為乳癌，在歐美國家，平均
每七個女性癌症患者中就有一位罹患
乳癌。全世界一年約有50 萬人死於
乳癌。在美國華裔女性中，乳癌位居
癌症死亡率的第三名。東方女性發現
乳癌年齡多在40-50 歲以上，西方
女性多發生於60 歲以上。藉著乳房
攝影檢查，乳癌是比較容易早期發現
的癌症。一般人當發現乳房有硬塊，
往往羞於告人，又害怕切除乳房，而
耽誤治癒機會。其實大部份的硬塊多
是良性，而治療乳癌也不一定要失去

整個乳房。近年的臨床治療發現：乳
癌的十年存活率平均達百分之六十，
第一期乳癌治療後的存活率達百分之
八十，零期乳癌治療後的存活率更達
百分之九十八，乳房攝影為現今所有
儀器中，在實證醫學裡證實能有效降
低死亡率達20~45% 之多。乳房攝
影所扮演的角色，無法被取代。因此
早期發現及治療非常重要。

今年起The Rose clinic 將帶來全
新的行動乳房攝影車 。這輛車長40
英尺，帶有新式全套3D 乳腺鉬靶X
線設備， 和分開的帶有全套設備的
診間。乳腺鉬靶X線攝影檢查，又稱
鉬鈀檢查，是目前診斷乳腺疾病的首
選和最簡便、最可靠的無創性檢測手
段，痛苦相對較小，簡便易行，且分
辨率高，重複性好，留取的圖像可供
前後對比，不受年齡、體形的限制，

目前已作為常規的檢查。車裡帶有空
調和衛生間。婦女朋友可以在車裡完
成全部乳房攝影檢查。

歡迎有醫療保險和無醫療保險的
婦女來參加，檢查時光鹽社工作人員
會在現場提供中文翻譯。對於沒有保
險的低收入女性，如果符合如下條件
，可以獲得免費乳房攝影的機會
·超過40歲
·在過去的一年沒有做過乳房攝影
·家庭收入低於200%的聯邦貧困線
（詳細收入請見下表）
·必須請家庭醫生開一份乳房攝影的
處方

歡迎女性朋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下次乳房攝影將在2019年12月12日
，請在11月27日前完成報名填表。
詳請諮詢（713）988-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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