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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投資的成敗取決于你的決心房地產投資的成敗取決于你的決心
雖然許多人已經利用房地產創造了財富

，但有些因素把那些成功的人與希望成功的
人區分開來。

我們想要利用房地產取得財務上成功時
，必須要有成功的决心來完成一個項目並取
得最佳結果，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當事情出

現問題時，那些下定决心想要成功的人，在項
目沒有完成時，不會在遇到不可避免的災難
性的挫折時而選擇放弃。他們永遠不會放弃
自己的夢想。

吉姆是一個投資者，他决定通過轉賣房
產來取得利益。吉姆在投資房產上有一些經

驗，也有幫助別人的經驗。于
是，他迅速地行動起來，先在
鎮上一個崎嶇不平的地方買
了一所小房子。然後用現金把
這個房產項目轉售用來盈利，
使總投資回報率300%！

吉姆受到成功的鼓舞，更
大膽地去轉售房產。一年後，
一位在該地區大舉投資的客
戶問吉姆，他是否會成為他們
的總承包商，負責改建項目。
這聽起來像是吉姆的能力和
顧客需求的完美結合。不幸的
是，這個故事的結局並不好。
雖然我們經常聽到承包商欺

騙客戶的故事，但這一次，客戶騙走了吉姆的
數萬美元，使他陷入了一個非常艱難的境地，
吉姆欠分包商的錢沒有能力支付。

吉姆本可以離開的，關閉公司並申請破
產。相反，吉姆承諾代替客戶償還欠款，他向
分包商解釋了當時的情况，大多數人都能理
解他。吉姆和這些人達成了付款約定，並繼續
工作。但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兩年後，吉姆即將完成他對分包商的承
諾。他有多個合作夥伴，他正在為多個改造項
目和新的建設投資項目提供資金。他的現金
流更加穩定，未來業務前景持續增長。

如果吉姆在情况不好的時候放弃，他和
其他幾個人就會輸了。然而，他堅信一定會成
功的决心創造了一個規模和利潤不斷增長的
企業。

當面臨困難時，成功的决心往往意味著
結局的成功與失敗。增加你的知識量，學習必
要的能力，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掌握必要的
專業技能，以正確的方式完成工作。你也會成
功的！（取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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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資金籌備、諮詢經紀，漫長的買房看房後，當你
看中了一套自己滿意的房子，卻不知道如何出價才好，這
時候應該怎麼辦？其實在美國買房，出價議價都是很有講
究的！在這裏就和各位談談出價議價那些事兒~

出價在英文中叫Offer，買家給Offer有三種情況：
1、給出的價格和賣家的叫價一樣
2、給出一個低于叫價的價格
3、你為了打敗其他的競爭者，出一個高于叫價的價格

。下一步便是等待賣家的回應
當買家給出自己的報價後，賣家或是接受報價，或是

不接受，但願意和你商量，于是賣家再給出一個新的價格
counter-offer,這樣一直到雙方都同意的價格。

如何出一個合理的價格。既不會太低又不會出太高，
究竟要如何定價呢?

要正確出價，首先你要對這個市場、這個房產有充分
瞭解：

1、判斷這個房子值多少
2、參考周圍相同類型的房產近期成交價和最近上市的

房價
3、到底有多喜歡這個房子，自己的承受

能力有多大

出價需要注意事項：
目前美國房市這麼熱門的情況下，盡可能

在房屋一上市就出價是最好的。出價前要做好
準備，比如資金、預批信。建議買家事先要做
好功課和事先準備，瞭解自己對于各項狀況的
承受能力。

出價的技巧和房市的走向很有關係。如果
房市處于低迷的狀態，市場上房源眾多，買家
少，也就是常說的買方市場，可以考慮這樣的
策略：先壓低價格，慢慢討價還價。但如果是
賣方市場，許多好的房產一上市，都是用搶的
，這時候選擇這樣的策略就不合時宜了。然而
買家也不能隨便就出個高價，這時候更要講究
出價的技巧。

專家建議：查詢相同狀況下，該區其他房子過去
1到3個月內成交的房產價格，以此為參數，看看多
少房子的最終成交價是加價的，加了多少百分比?哪
些因素導致這些房產加價出售。又有多少房子是降價
出售的，又降了多少個百分比?為什麼降價出售。通
過比對讓自己心裏有數。

具體看想出手的房子戶型、新舊程度、院子大小
、綠化程度、保養程度等，參考其他房屋售價。

上市天數在出價時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很多
情況下，房產銷售很快，基本上一棟房子不出一個月
就能脫手。如果出現一個房子上市很久都沒有人要，
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如果自己能夠承受，就是一個殺
價的好機會。

可以詢問賣家為何要出售房屋：比如旁敲側擊地
看看這房子有沒有降價的餘地。就比如說賣家急需資
金短缺或者去外地工作啊，又或者造了新房需要搬家，這
種賣家比較急于脫手的情況下，一般來說會比較容易接受
低一些的出價。但如果賣家並不著急，那麼他就比較會慢

慢耗，一定會等著能讓自己滿意的價格。
出價的“黃道吉日”：其實出價也確實

有一個所謂的黃金時間。專家建議，推薦買
家可以找一些周一剛上市的房子。只要對房
子滿意，立馬報個合理的價格，但是限賣家
在 24-48 小時內回應，這樣在周末大批人馬
看房前，已經和賣家達成了協議。不用和別
人去擠，也順利拿下了好房子。

打聽賣家總共收到多少offer:
如果只收到一兩家，那麼可以適當地壓

一下價格。但如果賣家收到了二三十封offer
，買家又對這個房子非常喜歡，志在必得的
話，那麼要想能夠順利拿下，就需要全價接
受甚至是加價了。畢竟好房子難得，如果實
在喜歡，那麼為了省一兩萬而失去了好機會
，也是得不償失。

Counter-offer 是什麼？
當買家最終給出一個offer時，有時候賣家接受了你的

報價，那就可以順利進入下一步，簽訂合約。但是經常的
情況是，賣家不滿意你的出價，在你的價格加上了一些，
之後發回給你，問你同意不同意，這就叫conter-offer 。也
意味著真正進入了討價還價的階段。

出價後，怎麼和賣家討價還價？
1、是否賣方市場：如果是賣方市場，那麼還價的餘地

很小。如果對房子很滿意，賣家加上的價格也沒有很離譜
，建議果斷答應這個價格。

2、買方市場：本身報價可能就較低，稍微適當的還價
也可以。

簽了合同以後，也有機會討價還價
簽合同之後呢，其實還有兩個可以討價還價的機會。

第一個是做完房屋檢查報告後，如果報告顯示房屋有問題

，修理的金額比較大，可以因此為由要求對方修理或者降
價。美國法律規定，一旦有房屋檢查報告，賣方一定要公
布于眾。這樣，如果賣方不同意降價或修理，你退出，這
份報告也會影響以後的買家。所以一般來說，賣家會選擇
讓步。但是要注意的是，這個房屋檢查報告一定要找專門
人員來檢查，這樣才比較完善和專業。

第二個機會是做完房子價值評估。如果評估價值低于
合同價，而且合同裏也沒有寫明即使評估價值低于合同價
，合同也有效的話，那你可以和賣方溝通，要求他們降價
，這樣你才能將貸款做下來。如果賣方不想麻煩，一般也
是會同意的。

俗話說得好，該出手時就出手。省錢固然重要，但各
方面都完美的好房子可遇不可求。當遇到中意的房子之後
，如果真心喜歡，那麼就儘量別去計較那一兩千或者是一
兩萬的還價，當斷則斷，才不會為了錯過好房而後悔懊惱
。

在美國買房子是可以砍價的，但一些中國買家開大口
壓價，反而讓對方覺得沒有誠意，從而失去機會。專家表
示，相對來說，美國房地產市場成熟，信息公開，欲出售
的房屋不會隨便亂開價，因此，在討價還價時，無需大幅
壓價。(文章來源：美房吧)

在美國買房出價時應注意這些事在美國買房出價時應注意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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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顯示，中國人海外投資首選美國。對于大部分投
資者而言，他們依然偏好房地產置業。去美國投資買房究
竟如何買？如何交易？會帶來多大的收益？風險在哪裏？

選擇城市主要考慮安全可靠和價格抗摔的。
如果選物業作為一種投資，可優先考慮一下這五個城

市。二線城市如休斯頓、波士頓、拉斯維加斯、鳳凰城等
這些地方房價便宜很多。如果出現經濟波動，房價波動會
稍微大一點。

買一線城市還是二線城市房子更好？
一般選擇你經常去旅游或者居住一段時間城市更佳。

如果你實在想有一套完整的房子放在那出租
，二線城市出售比比一線城市好，租金收益可能
達到5%左右，有些地方達到6%~7%。

談杠杆：美國樓市也可以用按揭方便高效
國內人沒有綠卡去美國投資樓市，貸款買房

如何買？
現在美國貸款按揭利率大概3%~4%。國內

人沒有美國綠卡，但國內人工資收入和稅單可以
作為收入來源證明。正規的大公司的工作收入證
明是被認可的，小公司可能打一些折扣。

最長貸款年限可到25年到30年。貸款利率
有些可以是浮動的，有的一下子鎖定五年利息，
有些到了五年再重新談。

美國房地產投資還有幾年的
黃金期？

很多數據顯示可能會再長一點，因為美國經
濟復蘇比較弱，時間比較緩慢，也許美國這一輪經濟復蘇
能超過五年以上。

美國樓市走勢跟經濟走勢相關性非常緊密。房地產每
年漲2%~3%，緩慢繼續漲五年、十年都有可能。

當前紐約曼哈頓地區超高端豪宅已有回落壓力，但普
通房地產，總的來說恢復到離金融危機前的高點還差一段
距離。

談投資技巧：有三大技巧可以考慮
投資者投資美國樓市，讓物業能保值增值，您覺得有

哪些技巧？
第一，你要找地產中介把需求說出來，自住還是為了

出租投資？如果你為了自住同時又作為投資，可以找一個
好學區既能讓小孩上學，萬一經濟下滑抗摔程度也高。學
區房貴一些，投資也大。

第二，如果純是為了投資，需要考慮看重房價漲價收
入還是租金收入。好的學區房子很貴，但出租並不划算，
可以考慮在一些市區買公寓出租，回報比較好。

第三，根據自己需求選擇一些城市，一般是選擇你經
常去的地方。否則物業有時需要簽字，或者有事需要交代
一下當地地產機構管理都比較麻煩。

談風險：投資美國樓市不能太圖省事
在美國房地產投資，一般有哪些風險？
美國房地產市場化比較成熟，專業分工細緻。買房你

就找房地產中介，他幫你做盡職調查和各個方面手續，也
有很成套的服務。

具體來說，各州要求不一樣，有的地方要求有房地產
律師幫看一下法律文件，簽字才生效。

中介也會建議你雇一個專業房地產評估師，對房子徹
底檢查一遍，別買了以後花很多錢修修補補。

個別人為了省事，跟房東單獨談買賣交易。
賣房人把房子清理乾淨、再修修補補，表面看著都很

好。但這種容易出現漏洞，因為一些內在東西要專業的人
士才能看得出來。投資人最好還是該花的錢要花，請專業
人員幫你看好簽字，出了問題專業人員要負一定的責任。(
文章來源：美房吧)

中國人投資美國房產要做哪些修整中國人投資美國房產要做哪些修整？？

絕大多數人買房都需要借房貸，根據調查，近來88%
的購屋者借錢買房；充份準備可有最佳貸款條件，買房更
順利。

要怎麼做才能充分準備？專家建議思考以下重點：

01信用分數夠好嗎？
多數借貸機構會評估借款人的FICO分數，分數高可獲

優惠貸款利率；FICO分析副總裁葛斯金(Joanne Gaskin)說
，申請房貸前，務必瞭解分數、進而做必要的準備。新澤
西顧問業者Greenspring Advisors高級財務顧問普奇奈爾
(Greg Plechner)建議，信用評分至少要620，以便爭取到傳
統房貸，但未必非得有良好或優秀分數才能獲得房貸。

02有沒有穩定收入？
房貸期通常是15或30年，有長期穩定收入很重要；普

奇奈爾建議您想想，是否已在同一家公司至少工作二年？
擁有一個有W2稅單的工作有助于申請房貸，但並非必要
條件，自雇工作者也可申請房貸，但通常也要證明有至少
二年的穩定收入。

03存款夠多嗎？

普奇奈爾建議存款要足以支付20%頭期款，可免私人
房貸保險，並較有資格獲得優惠利率；但要注意，別為了
湊頭期款而耗盡積蓄，手上至少要有等同于房屋價值1%至
3%的餘款，或者足以支付六到九個月的生活費，此外，也
要準備購屋後續管理成本。

04有多少債務？
借貸機構將把借款人的負債情況納入考量，如果債

務／收入比超過43%，可能無法獲得傳統房貸，必要時
可延後購屋，努力償還信用卡債、以及汽車和學生貸款
等。

05將稅賦納入靠量
最近稅法修改直接影響房貸成本；例如“減稅和就

業法”將標準扣除額增加一倍，所以較少屋主想逐一提
列扣除額項目，如果不逐項提列，便不能扣除房貸利息
或財產稅，此外，只能扣除最高75萬元的首筆房貸新
利息。普奇奈爾說，這些都會增加購屋稅後成本，進而
拖累房屋投資報酬。

06真的適合擁有房地產嗎？

借房貸是重大承諾，決定前應三思；專家建議要先考
慮買房之後居住的時間，如果不到五年，可考慮租房，因
為成交將再增加數千元成本，再加上之後可能要進行修繕
，也不保證房屋價值不下降。(文章來源：美房吧)

借房貸的最佳時機借房貸的最佳時機？？考慮這幾點再下手考慮這幾點再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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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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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庭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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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售 $735,000.

3.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僅售$398,000立即入住., 

4.Rice Millitary,  現代化3層樓洋房，新穎美觀。3房, 3.5浴, 2車庫 僅售 $470,000.

5.Katy North, 近 I-10, Hwy 6. 三房二浴平房, 一公畝大土地, 可養馬, 享受田園生活。僅售 $329,000.

6.商業: 近醫學中心, 新裝診所出租,距醫學中心10分鐘,5435平尺,$1.8/平方尺/月,(NNN), 13個獨立診室 

   ,2個公共區域.現有新診椅等設備可議出租或出售.聯系:832-768-7068; 或832-860-5898.

7.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8.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可立即搬入。

9.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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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買房而言，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最重要的永
遠都是地段，而買房的過程其實就是心中緊扣著你的預算還
有購房目的，一步一步縮小區域，而最終鎖定一套的過程。

第一步：確定城市/都市圈/經濟圈
（相對較大的範圍）

城市或者經濟圈的决定還是要回到買房目的。為子女準
備學區房，為全家住家置換新房，或者純粹是為了投資養老
等，不同的目的會在更大程度上確定大區域的選擇。記住！一
定要時刻牢記你的第一目的，以及預算。
1.為子女準備學區房---你的重點可能是看看該城市小學/高
中/大學分布和排名，以及該城市及區域生活環境等。

2.全家住家 --- 該區域整體經濟水平，比如大公司多不多，
GDP和就業率這些指數如何。

3.投資養老 --- 更重點可能是關注該城市房價升值潛
力，房屋空置率，房價中位數漲幅等等這些與投資更相
關的數據。如果是投資的話，可能還需要關注租金指數
，因為可能有較長一段時間你的房屋將是會要出租的。

第二步：通過預算來縮小範圍
無論是出于什麼購房原因，你一定要對你的預算

非常清楚和明確。你可以不用將你心裏的底價和最高
承受價告訴經紀人，但是你自己心裏一定要明確一個
價格區間，並且告訴你的經紀人。

當你確定了大的區域（城市/經濟圈/都市圈），然後
根據你的預算進行第二層級的篩選後，你心中可能大致有了
幾個明確的區域。接下來幫助你從這幾個區域中再縮小1-2
個區域時，有幾個因素你可能會需要考慮了。

第三步：從幾個備選區域縮小至1-2個
1.區域基礎信息

人口統計、收入情况、犯罪率統計、族裔分布，受教育程
度分布，失業率都應該包括在區域基礎信息中。雖然因素很
多，但是現在對于咱們華人來說，治安情况可能是最重要的。
治安情况不是單一的，治安情况包括犯罪率、種裔分布、還有
受教育程度等。

最近美國的槍擊案頻發，讓隔了一條太平洋的中國群眾
也人心惶惶。小編想說的是不用擔心，美國有網站，可以查詢
關于某一個區域的犯罪比例以及槍支情况等。

2.區域增值因素
當你在進行進一步篩選的時候，增值因素，比如周邊學

校分布情况、交通情况等這些都是房產增值的重要因素。
美國和中國一樣，同樣具有學區房的概念，差別就在于

美國租售同權，所以租賃房屋同樣可以讓孩子就讀該房子所
在學區的公立學校。當然國內現在某一些城市也在普及租賃
同權。

國內可能習慣是每天下班采購當天的飲食，但是美國可能是
兩三天或者甚至一個星期采購一次，這也是為什麼COSTCO
賣的大包裝產品美國人很熱衷的原因。所以對于周邊生活便
利，只要車程在30分鐘之內其實都不算太遠。關于生活，周
邊20分鐘車乘，只要有些小公園、餐廳，醫院等就差不多了。

3.房價分析情况（投資關注）
如果你購房的目的是投資養老為主的話，鎖定了大區域

後，你也需要觀察一些數據來縮小到更小的社區。比如當地
租金比較，房價估值趨勢，以及房價分析等。

橫向可以和周邊房源的租金情况，及該郵編地區的租金
情况和本市的租金情况做對比，瞭解房源是否租金較高同時
具有一定漲幅，這可以判定房源在該地區的租金收益情况。
租金走勢可以通過zillow或者national.realtor網站獲取。

如果一味追求完美，要符合自己所有的條件，可能會錯
過很多其實適合自己的房產。所以不妨按照以上步驟，一步
一步的縮小範圍，並且保持與經紀人溝通，看到合適的房源
的時候不要猶豫趕緊下手！

美國買房前的區域選擇
記得記得買房之前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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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風險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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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房產美國房產美國房產PKPKPK 國內房產國內房產國內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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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院子裏的游泳池到房子內部的裝修主題，有10個問題
在賣房之前一定要避免。

現在網絡這麼發達，大多數的客戶會在線上看圖片直接
决定房產。所以在網上po出好看的房子圖片是吸引買家的第
一步！

如果在挂房子之前把一些小的問題修理好，並能適當增
加一些買家可能會需要的電器或者小擺件，那麼這套房子會
更加吸引人。

如果你現在正在著手賣掉現有的房產，那麼下面這10個
問題就一定要避免。

車庫改成了房間
自己住的時候多增加一個房間可能會更加方便。但是市

內的房價就很貴，一個月的停車費用也不便宜，買家肯定不
會希望每個月多掏出來停車費。而且如果房子在郊區，那麼
一個自家的車庫就更重要了，誰都像把自己的車停在一個安
全的地方。

車庫的功能不僅是停放車輛，還能作為儲物空間來使用
，很多人會把自家的割草機，修車工具，自行車，清潔用品都
放在車庫。

把臥室改造成其他的房間
據調查臥室的數量也是買家除了價格和位置外最為關

注的一個地方。
生活中你可能會覺得一個帶酒櫃的房間非常愜意，但並

不是所有賣家在看到這個房間的時候都會滿意，可能你把一
個房間改造成了辦公空間，很用心擺放了書桌，書架，但是並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在家辦公，這些辦公用品在搬家的時候也
會造成困擾。

地毯

人們喜歡硬木地板，不僅因為他們看起來更乾淨，還增
加了設計元素。

如果你有閃亮的硬木地板，在房屋開放日的時候記得打
上蠟，相信我，會更加吸引人的。

把現有燈具換成簡約風格
一個漂亮的枝形吊燈能使餐廳充滿活力……但但到了

出售的時候，它們也會讓那些喜歡更簡約的買家望而卻步，
在賣房前換上更簡單的裝飾。

孩子的房間
小孩子有很強的想像力。他們喜歡迪斯尼人物、宇宙飛

船和超級英雄，父母通常都會把孩子的房間裝扮成孩子們喜
歡的樣子。

但是，如果你把孩子的臥室改造成迪斯尼樂園的風格，
賣房的時候就會很麻煩。買家的孩子可能已經長大了，或者
不喜歡這樣類型的風格了，買家就會考慮買下之後的裝修費
用，撤掉墻紙，重新粉刷墻面，更換燈具和家具，這可是個大
工程，買家可能當時就pass了這套房子了。

如果可以的話，在你房子上市前把孩子的主題房間變成
極簡風格。

拆掉水浴池
居住的地方，夏天太熱，為了節省預算，買了一個地面上

的水浴池，這個想法大多數人都有的吧，但是在賣房子的時
候他就是一個問題了，買家不需要游泳池，而且他們會覺得
這個浴池占用了後院太大的面積，周圍的花草都會非常不好
維護。所以建議您，在賣房之前把這個拆掉，然後鋪上草皮。

保持你的水槽乾淨
如果你的水槽堆滿了前一天晚上的髒盤子，那麼有買家

來看房子的時候會給買家帶來的直觀感覺是，“這個家的主
人很髒，不勤快，那麼房子可能也不會維護的好，那麼我還是
不考慮這家了。”

所以在决定出售房子後為了給買家留下好印象一定要
記得清理廚房。

記得讓來看房子的買家脫鞋進屋
作為一名經紀人，為了工作即使我不願意我的襪子被灰

塵或者是毛髮弄髒……但是為了尊重賣家也要不得不脫鞋。
但其實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就是鞋套！在帶買家來看房子的時
候，準備幾雙鞋套，這樣既可以不脫下鞋也能走進房子裏面
了。

消除室內的香煙味
如果你長時間在室內吸煙，煙味會彌漫到地毯，窗簾，沙

發....幾乎無處不在。當買家進屋的時候聞到這種味道，我相信
他會扭頭就走。

要想把室內的香煙味道去除真的是一個大工程，如果你
長期在室內吸煙，那麼你需要先把展示房子的時間往後推。
消除煙味的話，意味著你需要重新粉刷墻壁，清理地毯，並且
給整個房子做一個大清掃，沙發下面的遺漏的煙頭等等

安置好的家中的寵物，整理好寵物的用品

養寵物真的能為家庭帶來很多歡樂，但是買家可能會比
較介意。

出售房子之前，記得把寵物和寵物用品安置好。
您很享受可以隨心所欲的改變您的家，是這所房子帶給

您的樂趣之一。但如果您想以最高價快速出手，那就遵循以
上原則吧。
(取材美房吧)

賣房之前需要注意的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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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在美國找到最便宜的
大學

無 論 是
來美國學習
的留學生還
是美國公民
都面臨一個
同樣的問題
：學費太貴

怎麼辦？如果你是一個留學生，那就更需要仔細
權衡。尋找一所便宜的大學，要充分考慮以下這
些因素：哪些大學的學費最便宜？哪些州立大學
提供較慷慨的州外學費？哪些學校最合算？哪些
學校給予更多經濟資助？
學費最便宜的大學

據 Bestvalueschool 網站報道：2016 至 2017
年美國最便宜的大學是德克薩斯大學PA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Pan American)，學 費 每 年
2085 美元；第二名為加州州立大學 DH 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Dominguez Hills)，學
費每年2791美元；第三名為加州州立大學洛杉
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s Angeles)，
學費每年 4,756 美元；第四名為紐約市大學
Lehman 分校(Lehman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學費每年4,790美元；第五名是紐約
市大學(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學費每年 5,
820美元。
州外學生學費最便宜的大學

根據美國新聞的調查，2016-2017 年州外
學生支付學費最低的的10所學校的平均學費為
每年7,909美元。

這明顯低於
美國排名前 334
所公立學校的平
均學費，根據美
國新聞這些學校
平均每年收取21,
377 美元。相比之
下，2016-2017 年
公立大學的平均
州內學費為9,130
美元。

密西西比州
的 Alcorn 州立大
學 (Alcorn State
University ) 位 於
州外學費最便宜
的 榜 首 ， 在
2016-2017 年 度
學費為6,552美元
。緊隨其後的是
北達科他州的米諾特州立大學(Minot State
University)，在那裡學生每年支付 6,568 美元。

在州外學費最低的10所學校中，有一半位於
美國中西部，其餘的在南部和西部。北達科他州
、明尼蘇達州和德克薩斯州各有兩所學校進入
前10名。

以下是在 2016-2017 學年對州外學生收
費最少的10家州立學校名單：
1. Alcorn State University (MS) $6,552 2.

Minot State University (ND) $6,568 3.
Gordon State College (GA) $6,761 4.
University of Texas of the Permian Basin$7,866
5. Central State University (OH) $8,096 6.
Southwest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8,336
7. Bemidji State University (MN) $8,386 8.
New Mexico Highlands University$8,650
9. Dickinson State University (ND)$8,918
10. West Texas A&M University$8,959

最合算的大學
上大學的目的就是在畢業後

找到工作，而許多留學生希望在拿
到學位後留在美國。因此，選擇大學
時要考慮哪些大學能讓你的錢更划
算、能提供給你一個最便宜的學校，
同時在畢業後也有很多找到工作的
機會。“華盛頓月刊”根據這些因素
對於349所大學進行了評比。評出的
前四名是：

1.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2. 紐 約 市 大 學 皇 后 學 院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Queens College)， 3.
紐約市大學伯納德•巴魯克學院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Ber-
nard M. Baruch College)4.加州州立
大 學 富 勒 頓 分 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Fullerton)。 給留學生最
多財政資助的大學

隨著入讀美國大學的國際學
生人數的日益增加，外國學生獲得
財 政 資 助 的 可 能 也 越 來 越 少。
財政資助專家說，美國大多數高校
目前更傾向資助和獎勵美國公民或
合法居民，雖然一些國際學生也能
獲得財政資助。 然而，有一些美

國學校對國際學生還是很慷慨的，威廉姆斯學
院(Williams College)，全美文史學院的第一名，
被列為最慷慨大學名單的榜首。

根據美國新聞部在年度調查中提供的數
據，馬薩諸塞州的威廉姆斯學院在2015-2016年
間，向 94 名留學的本科生提供了平均每人 59,
674美元的助學金，向50多名國際學生提供了財
政資助，這是排名前418所高校中最高的。

哈佛大學是另一所馬薩諸塞州的學校，
向國外559名本科生提供了平均每人56,268美
元的援助。

德克薩斯州的威蘭浸信大學(Wayland
Baptist University )給予留學生的援助最少：
2015-2016學年度為國際學生平均提供了1,722
美元。但是這一私立學校的學費和其它費用也
相對較低：2016-2017學年度為19,110美元。

下面是在 2015-2016 學年給予留學生經濟
資助最多的10所高校：

1. 威廉姆斯學院 Williams College (MA)；2. 斯
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3. 阿姆斯特學院
Amherst College；4.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Columbia
University；5. 斯基德莫爾學院 Skidmore College
；6. 三一學院 Trinity；7. 哈佛大學 Harvard Uni-
versity；8. 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9. 耶魯大
學 Yale University；10. 韋爾斯利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MA)
學費豁免

學費豁免是指學生做一些校園工作，通
常稱為“服務時間”，以免去學費，從而降低學生
的上大學成本。並非所有大學都提供學費豁免
機會，但通常許多大學把它作為臨時交換學生
計劃的一部分，也有學校把它作為學位要求的
一部分。例如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
ington)和北達科他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Da-
k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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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最大的差異中美教育最大的差異，，大概是大概是：：體育體育
看到一組數字，裡約奧運會上，美國派出

555 名運動員參賽，其中 80%是在校大學生，加
上一些高中畢業生，美國派出到裡約的奧運軍
團中，業餘運動員居然佔據90%左右。就是這樣
的“業餘軍”常年佔據奧運金牌榜首，一直處在

“無敵是多麼寂寞＂的霸主地位。這段話真假無
從得知，但卻反映了美國全民崇尚體育的價值
觀。

美式教育看重體育，所以在美高學校中，
體育生往往比學霸更出風頭。質疑者認為，這是
美國學校中的反智主義傾向，但實際上如果你
足夠瞭解他們重視體育特長培養的原因，會覺
得也許並不能這樣簡單地、非此即彼地理解。

美國家長大多認為，體育活動實際上鍛煉
的是孩子的人格和品質，以及在團隊活動中的
合作能力、領導能力，同時也通過體育活動為孩
子創造吃苦和領會失敗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孩子大多會選擇團隊體育項目練習，而不
是個人運動。

在中國，學霸是最受學校老師喜愛的，同
學和同學家長也以仰慕的眼光看著學霸，學霸
就是男神、女神，受萬千寵愛於一身，無往而不
利。而在美國，是哪類學生是能像螃蟹一樣橫著
走的呢? 不是學霸，而是橄欖球隊隊長。

如果有學生考 SAT 拿到 2400 滿分，被哈
佛錄取，不要說上學校網站頭條，連新聞都沒有
。但是如果學生將在大學裡參加體育隊，那可是
學校的特大光榮。學校網站的首頁可以看到學
生和未來就讀的大學教練握手的照片和有關新
聞，高中校長會親自接見，有可能這所大學是排
名50開外的大學，但學校對這個體育特長生的
關注遠遠比那SAT滿分的學生要多。

體育好的學生在申請美國高中的道路上

是非常有優勢的。為什
麼體育對美國學校那
麼重要呢?歸根結底是
和錢有關。

美國大學橄
欖球隊的教練有可能
比校長的收入還要高，
球隊經常贏球，有錢校
友就會支持校隊，買票
看球並每年不斷捐錢
給學校，學校的精神和
人氣也會上揚。學校
的奧數再好也很難鼓
舞學校精神。

很多中國家長
已經認識到體育的重
要性，常常問到孩子應
該練哪項體育會幫助
到孩子。

在美國人眼裡，
乒乓球和羽毛球不算
體育。如果學生每週練
某項體育一周才一小
時，我可以確定那項體
育不是學生的特長，最
多是興趣而已。

如果學生到了13、14歲才想開始發展某項
體育，已經太晚了。要想讓孩子體育好，需要從
小學開始。

美國一般老百姓覺得體育是一個鍛煉人
格的活動，不只是強身健體。美國各個小鎮上都
有政府支持的各項團體體育俱樂部，從幼兒園
開始，教練都是爸爸們，無論他們多忙，但是永

遠都可以抽出時間做足球教練或橄欖球教練，
他們年輕的時候也是運動員。

這些非職業教練教導隊員不只是贏球，更
多是：

團隊精神(teamwork)
體育精神(sports manship)
忍耐力和毅力(endurance and perseverance)
態度(attitude)
如何在球場上慘敗後吸取教訓(how to

deal with failures)
練冰球的週末早上5點起床

，游泳隊的早上上課前游泳訓練，下
課後再回到泳池訓練，這樣的訓練下
學生才能算有特長，在頂尖高中體育
隊才能拿到一席之位。不少美高學生
參加體育隊訓練後，體力都撐不住，
很難和美國孩子一較長短。

我們常常抱怨現在的孩子不願
意吃苦，但是家長並沒有提供孩子吃
苦的機會，在美國人眼裡，把高中四
年裡只去了貴州一周做支教的經歷
做為吃過苦的證明是個笑話。

我覺得現在讓孩子在體育活動
上吃苦是有這個必要的。我認識在美
國的一些孩子小學時候在一項體育
每週花5個小時，很多孩子同時玩兩
項體育，到初中後，每週體育運動少
的每週10小時，多的每週20小時，完
全沒有誇大。

家長需要根據孩子的能力
去挑選他們喜歡的活動，根據美國兒
童醫生的建議，11-14歲的孩子每天

需要至少 1 小時的運動(vigorous physical exer-
cise)。

家長不要太介意一開始體育成績好與不
好，是不是有名次，隨著身體的變化，成績會有
改變，重要的是孩子的興趣和家長的堅持。其實
最難的是家長的堅持，送孩子上補習班遠比練
體育要輕鬆。在冷氣房裡背單詞要比在烈日下
曬的像非洲難民要舒服很多。但正因為這樣，招
辦覺得體育棒的學生有更有趣的人生故事。

如果學生是全年級裡體育活動能力強，進
校隊比賽得名次機會多，學校受歡迎程度高，和
隊友之間的友情較深，自然就會慢慢有領導力。

學生會主席全校只有一個位置，但每個體育
隊都需要隊長。每年很多中國家長糾結于要不
要複讀這個問題，複讀不只是因為英文能力問
題，也不是智商的問題，美國學校更看重學生的
交際能力。

所以中國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如果不復
讀，不單單是比中國複讀的學生年齡小，比美國
孩子年齡也小，中國孩子長的年輕 (美國當地高
中生已經長的像二十幾歲了)，課堂發言氣場不
夠，更不要講進體育隊或競選學生會主席了。

體育特長對申高是非常有幫助的，但這
不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本意。我希望更多的學生
能喜愛運動，不是單單為了申學，而是能有健壯
的體格。我接觸到的不少學生都是吃貨，但運動
不夠。

不少學校體育教練和我講過 Chinese stu-
dents quit easily.中國學生遇到挑戰，很快就想到
放棄。體育不僅鍛煉人的意志力，也能改善學生
心理健康問題。不要把時間都花在補習課上，每
天花一個小時好好運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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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美國教育聚焦六大優先事項
據報道，美國教育委員會

近日匯總了全美 42 個州州長的
2017 年施政演說，並從中歸納
出各州 2017 年教育施政的幾大
優先事項。

一是中小學經費優先。中
小學教育經費一直以來都是美
國各州政府財政的主要支出項
目。32 位州長在年初的施政演
說中，紛紛將中小學教育列為
優先議題，內容包括增加中小
學經費、調整相關經費措施並
改善學校基礎設施建設。部分
州長更是強調將中小學經費聚

焦於促進教育公平、改善薄弱
學校等。

二是加強職業生涯發展與
科技教育。24 位州長都認同職
業生涯教育培訓與經濟發展有
密切關係，為了彌合工作崗位
與職業技能的落差，州政府將
增加職業生涯與科技教育的經
費、與企業合作培訓特殊專門
技術人員、開設在職進修課程
等。

三是招募優秀教師，改善
教師待遇。教師是學生學習成
就的關鍵，17 位州長將招募優

秀教師列為優先議題。由於美
國多地出現師資不足的現象，
部分州長強調 2017 年將積極改
善教師待遇，提供教師專業成
長的機會。

四是推動可負擔的高等教
育。美國高等教育的高昂學費
，使許多學生望而卻步。15 位
州長提出高質量且可負擔的高
等教育藍圖，主要措施包括控
制學費漲幅、提高獎學金、提
供免學費的社區及技術學院等
。

五是提升科技運用。科技

的運用被列為學校的重要輔助
教學手段，11 位州長在施政演
說中強調將改進教師與學生的
科技運用，包括提供高速網絡
，升級教學的科技設備等。

六是重視學生的學校選擇
權。美國新任教育部長貝齊•
德沃斯是教育選擇權的倡議者
，儘管目前新措施尚未出爐，
但已有 10 位州長作出響應，主
張學生有權選擇學校，相關措
施包括擴大教育儲蓄賬戶等。

美國留學名校的申請技巧你熟知多少？
去美國留學的國內學生一般會有或多

或少的名校情結，那麼申請美國名校的話
，有什麼技巧呢？今天就來為各位進行詳
細介紹，希望能夠對你們有所幫助。
自身硬件條件是敲門磚

美國 TOP30 院校對硬件條件要求較
高，託福成績105分以上，或雅思成績7.0
以上，SAT2100分以上(舊分制)，GPA3.6
以上。如果申請碩士，還要提供GRE成
績，商科需要提供GMAT成績。

硬件條件滿足，基本可以入招生官的

法眼，當然這不是唯一錄取標準，但這是
錄 取 的 主 要 因 素 。 所 以 想 突 破 美 國
TOP30 名校，申請者在學習成績及語言
成績一定努力刷分，提前做好準備。
背景提升是拉開競爭者距離的關鍵

美國院校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除了
考評學生的學習成績，還要考評學生的畢
業院校背景、領導力、創新能力、是否有
特長、獲得過獎項、是否有愛心、課外活
動、社會經歷等。如果申請者學習成績優
秀，但活動背景一片空白，背景沒有亮點

，由於競爭激烈，很容易被淹沒在申請
大軍中。

如果學習成績一般，可以在背景提
升方面來彌補不足，為申請加分。建議
申請者提前一年準備，多參與課外活動
。

選擇背景提升項目要與申請院校相
匹配。美國名校招生官雖然非常想看到
學生成功參加的一系列科研實習項目，
但更想看到的是學生是否具備取得成功
的能力，以及未來能夠在本研究領域內

做出什麼貢獻
。在申請過程
中，不要只告
訴招生官你有
多優秀，而要
告訴他們你的
優秀是否與他們
的需要相匹配。
院校不同，招生
官錄取標準各有
不同
1、 哈 佛 大 學
(HarvardUniver-
sity)

招生官在幾
個不同的方面使
用代碼來給申請
人評分——學業
方面的、學業以
外的貢獻、個人
素質等，但最後
並不會將他們綜

合起來，給申請人排名次、排次序。
2、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

招生官從多個不同的方面給學生評分
一學業方面的、非學業方面的、老師推薦
、面試評價。但這種評分不會作為一種公
式來決定錄取誰、不錄取誰。這些評分僅
僅是一個記號。
3、杜克大學(DukeUniversity)

招生官有六種評分，包括學業能力、
班級表現、標準化成績、課外活動、申請
短文、以及推薦信與面試結果的綜合考察
。
4、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

招生官對學生的評分有兩種，一種是
對學業能力的評分，主要是根據客觀的標
準打分。通常用學業指數作為這個評分，

但招生官員可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對這個分
值進行加減，以進一步區分候選人。另一
個評分是關於個人的素質，主要通過個人
性格加上課外活動、老師評語和學生作文
來綜合評定。
明確自己的定位和未來職業規劃

申請美國名校，有的院校需要通過
skype或電話面試，招生官會問及申請者
的未來規劃，在面試前最好理清思路，就
讀該專業的未來規劃、未來發展方向，讓
招生官明白你是否喜歡該專業，明確自己
的定位。
選擇院校和專業切忌盲目追風，專業選擇
關係到未來職業方向，要明確自己是否對
該專業感興趣，將來才能在該領域更好的
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104C 簡



AA99教育留學
星期一       2019年11月11日       Monday, November 11, 2019

好在，還是有人敢於去冒險，敢於挑戰常規
，去來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去為了教育的理
想建學堂，還有人耶魯畢業去當村官… 這些都
是了不起的嘗試，雖然在美國人看來可能都是
身邊隨處可見的例子，但至少中國的90後們開
始了對常規的挑戰，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對於
父母的建議，很多當然都是寶貴的人生經驗，但
不要在自己獨立思考判斷之前就全盤照收，除
非你不想發展得更好，只想複製你父輩的人生
軌跡。父母永遠都是為你好，沒錯！但是父母永
遠都不知道什麼選擇對你最好！做為司機的你，
做為棋手的你，必須經過自己的思考，自己手握
方向盤、自己謀劃大的棋局，而不是和父母一起
握著方向盤、在爭吵聲中落棋…
三、大學，不僅僅只是學好專業那麼簡單

在美國的大學畢業要求裡，每個學生通常
都必須修滿定量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藝術
課程，這三個領域也是構成一個人知識系統的
基本分類，如果任何一個人，沒有在這些領域都
有過較好的教育，都很難稱為一個成功的領導
者。所以，不管你學的專業是什麼，都去關心政
治、歷史、經濟、法律、哲學、地理、天文、生物、數
學、美術、音樂這些學科吧，為什麼猶太商人是
世界上最成功的商人？因為它們對待各種學科
的知識貪得無厭！據說猶太商人聚會的時候不
怎麼愛談生意，話題通常會非常的廣闊。一個人
的視野決定了他的高度，決定了他可以成為一
個多好的領導，其實你永遠都不知道哪一天某

一門知識就會在一個重要的時刻派上大的用場
！喬布斯不就是從他感興趣的大學書法課中獲
得蘋果獨創字體的靈感的嗎？

很多人都在花很大的氣力提高自己的
GPA，這樣固然是好的，但是大學還有很多事情
可以做啊。從一個懵懂的高中生，到進入職場，
我們需要在大學裡學到的東西還有好多-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藝術、領導能力（包括演講能力
、寫作能力和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你是
否敢於挑戰權威，永遠保持冷靜客觀？尤其是在
國內上學的學生們，更應該特別小心地呵護自
己地批判性思考能力遭到扼殺，否則將造成非
常大的遺憾）、寫作能力、社會責任意識、職業素
養… 其中的每一項都非常的重要，而且是很多
大學生在畢業的時候還嚴重欠缺的。

既然如此，那就好好地利用大學四年的時
間吧！給自己一個閱讀和鍛煉的計劃；去勇敢地
開口和陌生人交談，去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瞭解
他們的故事；去積極地參與幾個有意義的社團，
或者組建一個自己的社團；去旁聽各類入門的
課程，打開自己的知識面；去逼自己跳出舒適圈
，不要交那麼多的酒肉朋友，獨立地應對挑戰，
並且和優秀的、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吧；去打工
、實習、省下零花錢，去旅遊和探險吧！

前些天我參加了一個活動的面試，被問到
在美國的大學四年，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想了
一會兒，覺得是包容二字。我儘量避免過多和中
國學生“紮堆”，花了很多的時間，去理解華大裡

的國際學生們背後的文化，去感受基
督教、天主、摩門教徒們的信仰，利用
交流訪問、會議、採訪、背包旅行各種
機會，去到 20 多個國家，認識當地的
人，感受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
… 我認為避免“文明的衝突”需要包
容的公民和包容的國家，增加對整個
社會和世界格局的認識是一件非常美
妙的事情！順便說一句，去很多國家不
需要很有錢才可以做到的，很多人可
以一分錢不帶，靠coachsurfing和打零
工環遊世界。你可以有一百個理由不
去做，但如果要去做，那只需要一個理
由，就是你真的想！

去年在東京UNIQLO實習的時
候，親自面試每一位實習生的總裁柳
井正曾一度是日本首富，他年輕的時
候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也
正是因為這樣的專業背景，他具有非
常獨特的視角和眼界。他不喜歡看人
的簡歷，常常會問：你是哪裡人？父母
是做什麼的？你曾經在哪裡生活過？你
童年的時候做過什麼有意思的事情？
他試圖去從文化和價值觀的角度去理
解一個人，因而會比別人看到的更深
刻。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大家需
要多接觸人、多關心時事、多認識世
界-有容乃大，包容讓人成為更出色
的領導者。

四、做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對自己沒好處
現在大學畢業的時候流行說“感謝室友四

年的不殺之恩”了，其原因就是我們從小到大的
教育機制讓我們一直參與非常盲目狹隘而且沒
有意義的分數攀比，導致學生的心理和生理出
現了嚴重的扭曲。生理上的教訓就是現在學生
的體質的嚴重下滑和近視的大規模發生。心理
上，學生開始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不擇手段，
甚至殺害自己的同窗好友，還有更多的人為了
一些情感上的問題選擇自殺！什麼樣的問題值
得我們犧牲生命的代價呢！

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說：我們的大學，包
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緻的利己主義
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
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
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們
的教育體制，正在培養大批這樣的“有毒的罌粟
花”。

已經進入到大學的各位，肯能深有體會，
身邊很多人是這樣的吧！他們真的很聰明，有手
腕，為了自己的保研、留學、獎學金、競選真的可
以不擇手段。我在美國的體會是怎樣的呢？我的
國際研究課上有不少同學，他們在朝鮮進行過
食品援助，他們積極地為無家可歸者籌集物資
善款，他們去非洲幫助難民解決用水問題… 這
些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真的讓我倍受感動，儘
管很多人是出於自己的信仰去實現他們的善舉

，但不管信仰如何，這樣的力量指引著人們做真
、善、美的事情，我們的社會就還有希望。我在雲
南看到幹海子村的小孩兒們一年只能洗一次澡
，幾乎完全過著原始人的生活的時候，深深地不
明白為什麼同一個國家的教育可以差得那麼遠
… 我們這邊有很多人為自己沒考上一本苦惱，
那邊的孩子上不上得了高中都是個大問題。

我總是在想，我去做公益，你們真的就覺
得我不懂為自己撈利益那麼傻嗎？人活著的意
義就是為了快樂，我們的任何一個舉動，歸根結
底都是為了讓自己快樂，要麼直接取悅自己（比
如遊戲、吃喝），要麼避免讓自己陷於不快（比如
賠償、減肥）… 但是你們想過人的終極幸福來自
於哪裡嗎？人的終極幸福感來自於感覺到被愛
和感覺到自己的重要性。如果不去親自參與公
益，不去親自幫助那麼一兩個人，我想這樣的給
予所帶來的幸福感，是沒有辦法體會的。正是因
為這種對於最偉大的幸福的追求，才會有屈原、
魯迅、南丁格爾、甘地這樣的人像燈塔一樣照亮
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這樣的幸福，可不是豪華
的汽車別墅和萬貫財富可以比擬的。

我一直很厭惡各種在網絡上炫富的行為，
一方面，這樣的人沒有思想，只有繼承的一些財
富和揮霍的暴發戶習氣，另一方面，我們的國家
這麼的積貧積弱，人均收入在非洲都只能算中
等啊！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今天所擁有的生活，
沒有饑餓、戰爭，擁有住所、潔淨的飲用水、充足
的糧食，是多少人做夢都在渴望的生活啊！如果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某個角落，也許就在印度活
著非洲，每四秒鐘就有一個不到五歲的孩子因
為貧困而死，你還會忍性浪費糧食嗎？你還好意
思去炫耀自己的包包和汽車嗎？收入分配還這
麼的不公平，這樣的人有什麼資格炫耀自己的
很可能是不法所得的財富？施比受更有福，去關
心一些更大的事情，去幫助別人吧。

一個中國學生的感悟中美教育
如何看待成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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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學生的感悟中美教育
如何看待成功(上)

今天接到一個妹妹的電話，她剛查到了高
考成績，問我明天填志願該填什麼專業，她爸爸
說金融工程好，以後去銀行就業，收入穩定，要
不要報金融工程？

我要怎麼告訴她呢？我自己為了選擇我的
專業花了一兩年的時間思考，到現在還沒有給
我自己的職業生涯下一個定論，我怎麼樣告訴
她在一個晚上的時間裡快速地判斷學什麼專業
好呢？

中國的教育就是這樣，中學時代的孩子什
麼都不懂，不知道各個專業到底是什麼意思、社
會上各種職業到底意味著怎樣的工作狀態、他
們到底擅長什麼、對什麼感興趣、終生的追求是
什麼，統統不知道… 於是就在高考分數出來之
後的某一晚在飯桌上和家長合計了一下，就胡
亂報個金融、報個計算機、報個會計… 可是這麼
重要的事情，怎麼可以在飯桌上花一兩個小時
決定呢？

我決定整理一下電話裡的內容，這些是我
在美國四年對大學教育的很多思考，這一陣子
一個接一個的社團聽到我的講座邀請我去講夢
想-講經歷、講選擇-受之有愧，因為我畢竟沒有
那麼多超出同齡人的見解可講，但我又時分迫
切地希望更多處在迷茫中的學弟學妹們得到一
些正能量，面對壓力和挑戰更加堅定信心，去做
最好的選擇。

那麼，我乾脆寫成一篇文章吧。也許在填
報志願這些日子不經意間轉發到某位大學新生
的手裡了還可以給人一些啟迪。當然啦，我不是
教育學專家，一家之言，有些偏頗的觀點還望指
正。
一、成功的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首先問她：你想做一個成功的人嗎？她
迫不及待地說：想！我說：那我告訴你，所有成功
的人，無一例外，都在做他們感興趣的事情。如
果你不喜歡金融，但是覺得金融好就業就填報
金融，那大學四年會非常的難過，工作之後會覺
得壓力特別的大，生活質量也不高…

但如果你認為你真心的熱愛畫畫、你可以
不知疲倦地研究地圖、談到各種美食的烹飪方
法就會眉飛色舞，那很有可能你就應該去學美
術、地理或者烹飪，並且很可能會取得了不起的
成就。哈佛大學的校長Faust曾在畢業典禮上說：
你可以選擇你的退路，但人生很長，先去做你最
熱愛的事情，不要一開始就選擇退路。

對！人生還很長，即使你現在已經中年了，
只要目標堅定，都是可以重頭開始的！美國人一
般會轉行很多次，這也是他們反復探索自己興
趣的一個過程，但是一般對於東亞人來說，重頭
開始總被認為是特別困難而且丟人的。大家知
道折紙原理嗎？

50年可以奮鬥的人生如果是50張紙疊在
一起，就只有幾釐米厚，但是目標堅定的人，50
年都圍繞著一個目標在生活，那麼50年之後的
成就就像一張無限大的紙折疊了50次一樣厚！
一張紙折疊50次之後一定會很厚吧？但你絕對
無法想像，它的厚度竟然可以從地球伸到太陽！

那我們現在來想像，為什麼有人一輩子對
人類的貢獻微不足道，有的人卻可以改寫人類
的歷史呢？這就是夢想的力量！

當然了，這個不適用於沒有成功野心的人
，很多人就是喜歡安逸的小日子，那隨波逐流地
選專業、進體制，也未嘗不可。但是我想說，社會
永遠都只有絕對的上游和絕對的下游，和一個
正在縮小的的中游，中國的經濟脈搏一刻不停，
而社會階層在固化，不進則退的河流裡，是容不
下一條小船舒適地遊弋的。

說到選專業這個事情，我認為就先不要考
慮好不好找工作了，反正不好找！今年大學生只
有30%不到能找到工作，再說，找工作跟專業不
相關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肯定會有人說，那
找不到好工作怎麼辦呢？掙不夠錢買不起房丈
母娘看不上娶不到老婆怎麼辦呢… 其實這些不
是本文想要討論的範圍，但如果允許我發表一
些自己的觀點的話，我覺得找不到工作的意思
是說找不到好工作，但是即使是工地裡的工作
都可以至少讓自己有飯吃啊，如果夢想夠堅定，
就能體會到一邊流浪一邊作畫的樂趣，就不會
把當下吃的苦看得那麼重了… 我相信好姑娘會
欣賞有夢想有志氣的男生的，喜歡這篇文章的
人很多都是有能力有野心的人，我相信你們不
會連自己都養不活的。

我高中是理科，我一直有種從政報國的念
頭，於是看著很多領導人的簡歷，感覺應該去學
理科，於是大學也繼續學習電子工程（真是一個
很奇怪的邏輯，好在現在的領導人都開始變成
文科出身了）。我修了很多的數理化，結果發現
那些課學起來過於簡單（可能是國內高中基礎
打得好），慢慢地越來越迷茫-我花了這麼多的
時間，付這麼多的學費，到底要來美國學什麼？
我不想就這麼稀裡糊塗地念完大學的四年，最
後像大多數華盛頓大學工程系的學生一樣去微
軟、英特爾找個舒適的工作-我接觸過這些公司
裡的一部分工科男，社交圈子非常的窄，每天和
程序打交道，以至於英文都說不流利了（當然啦
，真心喜歡這個行業的肯定也不少的）… 我跟學
校提出要休學，於是我去了中國的西部各省，開
始窮遊歐洲，後來決定要學社會科學-經濟學和
國際研究學。

可是在國內可等不得！讀了一年多發現不
喜歡了再轉肯定是很困難的！我們還是先問問
自己，本科學習到底意義是什麼？英文裡，之所

以 有 un-
dergraduate
和 graduate
的區別，是
因 為 西 方
人 覺 得 研
究 生 才 算
是 真 正 的
大功告成，
本 科 只 是
打 個 基 礎
而已。美國
上 層 家 庭
的 子 女 愛
去 文 理 學
院，就是因
為 那 裡 的
基 礎 打 得
好，什麼基
礎呢？人文
基礎！

美國富人總覺得金融、計算機、工程、醫學
這種技術性很強的學科是中低階層的孩子還有
很多亞洲人愛學的，他們的孩子以後要做高管，
要去政府，就必須學英文文學、歷史、哲學、經濟
、政治、法律這一類的富人才敢學的專業，因為
本科畢業不用急著養家糊口，還可以體驗幾年
社會，再繼續深造，接著進入商界和政壇。（這裡
是我與很多美國人交流之後的一個不具權威性
的總結，並不代表對任何專業的否定，還是那句
話，不管是數學、醫學、工程… 都是有價值的專
業，你必須去學你熱愛的東西）中國的富人們也
開始慢慢轉變思維了，開始避免讓孩子選擇會
計、工程等類似技校也可以學到的專業，而讓孩
子接受更好的人文教育。
二、千萬不要繼承父母不成功的思維模式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是一個銀行的人力
資源經理寫的面試大學實習生的感悟，說進銀
行的三類大學生特徵明顯：機關子弟、商人子弟
、知識分子子弟和農民子弟。父母是公務員或者
國企職工的，一般會搞關係，做事兒的時候愛耍
小聰明；生意人的孩子顯得自信而且做事認真；
父母是知識分子的總顯得有點傲氣，不合群；農
民的孩子不太愛說話，情商不高，但是做事勤快
。

接著作者說，最受歡迎的商人子弟一般都
能留下，機關子弟有關係，也可以，知識分子子
弟和農民子弟一般都很難留在銀行…

每個人的父母都會不知不覺地把他們認
為最正確的一套是非觀和為人處事的辦法教給
孩子-如果他們認為不正確他們也不會那麼幹-

結果就是孩子們完完整整地接受了父母的思維
方式，造成了很多人一輩子辛勤工作卻仍然無
法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我認識的大多數同齡人，都處在父母粗暴的
人生規劃之下，從小學這學那是父母決定的，選
什麼專業上什麼大學是父母決定的，大學畢業
馬上讀研究生或者考公務員是父母決定的，跟
哪個女生在一起也是父母決定的… 那人生到底
還有多少是自己的？大多數的美國學生都不會
在本科畢業之後立即讀研究生（少數數學、物理
等理論科學除外），而是進入社會體驗個幾年或
者十幾年，甚至有人在沒進入本科或者剛讀了
一兩年之後中斷好多年去做任何自己感興趣的
事情，他們總是認為帶著經驗閱歷進入研究生
院才能學到更多，在職業生涯裡遇到一個學位
造成的瓶頸了再去取得那個學位更有目的性。
這樣一來，他們可以嘗試很多領域，真正知道自
習喜歡什麼之後，再帶著自己工作中的實戰經
驗去聽課，真是把讀研究生的時間和錢花在了
刀刃上，再看看我們中國一窩蜂地讀研大軍，非
常的盲目，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學
到這樣的學位如果以後再找一份跟專業不對口
的工作，將會是怎樣一番感受呢？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可以去做做職業性格
測試，或者多接觸各個領域的成功人士（比如參
加各種論壇和聚會），聽聽他們的成長軌跡，也
可以禪修、去休學、去打工、去旅遊，讓自己的內
心走出喧囂的環境，自習地聽清楚內心的呼聲
到底是什麼。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再去讀書，
再去花時間培養自己那一方面所需要的所有素
養，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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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
行。

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
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
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
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
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中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中国正
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收官阶段。今年又恰逢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这
样的时间节点上，召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更加凸显了会议的特殊性和战略性。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
的召开恰逢其时。

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10 月 28 日，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大会议
室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长达1小时40分的工作报告中，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系统总结了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各方面成就，实事求
是，振奋人心。

在这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讨论稿）》向全会作说明。

关于这次会议的议题，全党上下并不陌
生。早在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
全面深化改革蓝图，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

但是，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习近平总书记就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讨论稿）》 向全会作的说明中，阐释了
此次全会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一重要议题的深刻背景和重大意义。

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
任务，这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
要求，这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
证。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新闻发布会上，中
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中央政策研
究室副主任王晓晖表示，对这次全会的历史地
位及其深远影响，应当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和长远发展中来认识和把握。首先，这次
全会是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其
次，这次全会主题重大、事关根本；第三，这
次全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总之，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开创性、里
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随着全会精神的贯彻落
实，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
治理优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王晓晖
表示。

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教研部
副主任董振华教授看来，世界格局正在进行深
度调整，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
面临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
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维护国家战略
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我国发展正处于爬坡过
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
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
现。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增多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发展提供稳定高效
的制度体系，确保中国航船行稳致远。

开辟“中国之治”新
境界

总的来看，《决定》 全面回答了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
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决定》 全
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
成就，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刻阐述了支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
要制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有理论上
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全会公报中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
中，既涉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等政治制度，也涉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等经济制度，还有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文化制度，德才兼备、选贤任能的用人制度
等。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许耀桐
看来，这是迄今为止中共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所做的最全面的经验总结。

中央政策研究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江
金权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

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它由 13
个部分组成，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
本领导制度，它统领和贯穿其它 12 个方面的
制度。全会着眼于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出了 6 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二是完善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
度，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四是健全为人
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五是健全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六是完善全面从
严治党制度。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主任韩文秀表示，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
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大创新，就是在
此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
度。这三项制度，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
委主任沈春耀表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 《公报》 和 《决定》，强调突出坚持和完善
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

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袁曙宏表示，
《决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越深入发展，就越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
用，不断为解决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提供制度化方案，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更加广阔的光明前景。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舒启明表示，《决定》
对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
与共的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建设，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
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
项监督等机制作出部署。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开辟“中国之
治”新境界的豪迈誓言。

全国掀起自觉学习贯彻
热潮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一项
长期战略任务，又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要增
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坚定信心、保持
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完成这次全会确
定的各项任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
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各地、各部门立即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潮。

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召开局党组会议，要
求统计系统各级统计机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并具体要求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
统计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重要内容；进一步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加
快构建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
应的统计体制机制；不断强化统计监督职能，
组织开展好统计督察；加快统计制度方法改革
步伐，健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更好反
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等。

11月1日上午，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钟
山主持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
神。会议要求结合商务实际，在完善促进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建设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下功夫，在积极参
与全球经济治理上下功夫，以“钉钉子精神”
把全会的部署和要求落到实处。

在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和常委扩大会
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会议
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政治
任务。全省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
会精神上来，争当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排头
兵。

在天津，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
的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统一思想、凝心聚
力，切实把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
从六个方面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出意见，并指出西藏作为边疆民族地区，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各地干部群众，自觉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
会精神，掀起了一股热潮。

在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正以排头兵的姿态
和先行者的担当，在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中认真学习贯
彻四中全会精神。从正在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到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重大任
务，上海广大干部群众奋楫争先，以只争朝夕
的实际行动将四中全会精神化为新实践。

在山东，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以更
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作风、更加扎实的
举措、更高质量的工作，推动党中央各项重大
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切实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

在福建，《决定》在闽籍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
胞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维护香港、澳
门长期繁荣稳定，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要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香港闽籍同胞吴少茵表示，坚定不移地
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和民
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道出
了广大香港同胞的共同心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

经国序民经国序民 正其制度正其制度
本报记者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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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再次向朝鮮發送通知書，

敦促通過“面對面”接觸，解決金剛山旅遊問題。

韓國統壹部表示，韓國政府於5日上午，

通過韓朝共同聯絡事務所通知朝鮮亞太和平委

員會，韓方將組建由政府官員和金剛山旅遊項

目運營商相關人士組成的聯合檢查團訪朝。

此次通知的內容和10月28日傳達的第1次

通知文壹樣，強調為了協商金剛山旅遊問題，

韓朝當局之間需要進行“面對面”接觸。

韓朝曾於1998年啟動金剛山旅遊項目，但

於2008年終止合作。自2018年朝鮮半島關系緩

和以來，韓國官方曾多次表態，將與美國就重

啟金剛山旅遊項目等進行磋商。但自2019年2

月朝美首腦河內會晤後，無核化磋商陷入僵局

，韓朝關系停滯不前。

韓國統壹部稱，朝鮮當天通知韓方，希望

拆除金剛山旅遊區內的韓方設施。

對此，韓方表示，韓國政府將基於保護韓

國民眾財產權、評估金剛山旅遊項目的意義、

國際環境等因素，制定壹個創新性的解決方案

。韓國總統文在寅也表示，朝方提議的拆除行

為可能會損害韓朝關系。

韓國政府10月28日向朝鮮發送了提議舉

行金剛山工作會談的通知，但朝鮮在29日拒絕

了該提議，認為通過文件交換的方式解決問題

即可。

據悉，韓國政府正在討論，如果朝鮮堅持以

文件交換的方式協商，就向朝鮮發送追加通知文

，提議同時進行實務接觸和文件協商的方案。

韓人氣選秀節目《Produce X》制作人
涉暗箱操作被批捕

綜合報導 韓國音樂頻道

Mnet 選 秀 節 目 《Produce X

101》的制作人安俊英涉嫌現

場直播投票造假，5日被法院

批捕。

5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

對該節目制作人安俊英等制作

組成員，進行了逮捕必要性審

查，並向安俊英和另壹名制作

組成員簽發了逮捕令。與此次

事件有牽連的3名經紀公司相

關人士當天也出庭受審。

法院方面表示，犯罪嫌

疑中相當壹部分已被查清，

案情重大，從本案件嫌疑人

所扮演的角色及到目前為止

的辦案情況等來看，有必要

實施逮捕。

另壹方面，警方5日上午

向首爾麻浦區上巖洞CJ ENM

公司大樓派遣了調查官，正

在追加掌握電腦儲存資料等

相關證據。壹家節目出演者

所屬的演藝企劃公司也被扣

押搜查。

2019年7月，韓國人氣選

秀節目《Produce X 101》的

最後壹場直播中，觀眾們付

費短信投票結果讓預想的出

道熱門練習生落選，意外人

物被納入出道組，從而引發

了投票造假爭議。有分析稱

，從第1位到第20位，得票數

都是特定數字的倍數，因此

疑惑進壹步擴大。

投票造假爭議發酵後，

Mnet於7月委托警方展開調查

。該節目觀眾也組建“真相

委員會”，以詐騙罪名起訴

了節目制作組。

之後，警方於著手調查

該節目制作組涉嫌篡改排名

的疑竇，並分別於7月31日、

8月 12日、10月 24日接連對

CJ ENM進行搜查取證。

據悉，警方對制作公司

CJ ENM和演藝企劃公司等進

行扣押搜查後得到的資料和

相關人員進行了調查，結果

發現了制作組和某些企劃公

司共謀偽造排名的情況。

警方還認為，他們之間存

在娛樂場所招待等交易往來的

情況，安俊英等制作組成員和

經紀公司涉嫌瀆職受賄。警方

還向有關當局要求對安俊英等

人采取禁止出國措施。

韓檢方搜查前法務部長曹國研究室

或將對其進行傳喚

綜合報導 韓國檢方對前法務部長官曹國的首爾

大學研究室進行了首次扣押搜查，搜查時間長達9個

小時。

韓國檢方從當地時間5日上午11點開始，到晚

上8點為止，對曹國首爾大學研究室進行了9小時左

右的搜查。據悉，檢察機關掌握了電腦硬盤等相關

資料後離開。

這是檢方調查曹國壹家疑竇後，首次對曹國的

研究室進行搜查。

有觀點認為，這是檢方在傳喚調查曹國前，為

確保有關其涉嫌偽造子女實習證明等相關證據，而

進行的扣押搜查。

檢察機關懷疑，曹國在擔任首爾大學教授期間

，曾參與偽造女兒和兒子的實習證明書。此前，檢

方對其子女報考的學校進行了扣押搜查，還傳喚調

查了當時首爾大學公益人權法中心負責人。

報道指出，調查已經持續了三個月，現在只剩

下對曹國本人的調查。

有觀測認為，在曹國妻子鄭敬心拘留到期的11

月11日之前，檢方傳喚調查曹國的可能性很大。但

是，很難多次對曹國進行傳喚調查，因此在傳喚前

，檢方致力於確保相關證據。

曹國於2019年9月被任命為韓國法務部長官，

但由於媒體披露其女兒入學涉嫌偽造文書、家人涉

嫌投資私募基金避稅等，掀起巨大輿論風波。壹個

多月來，民眾不斷組織大規模集會活動抗議。10月

14日，曹國宣布辭職。10月24日，韓國法院簽發了

曹國妻子鄭敬心的拘捕令。截至目前，曹國家人共

有3人被檢方拘留。

“海貝思”在日本引發821起地質災害
系1982年來最多

綜合報導 日本國土交通省截至

當地時間6日上午8點的統計顯示，

2019年第19號臺風“海貝思”造成

的地質災害已達到821起，單個臺風

造成的災害是自1982年有記錄以來

最多的壹次。

據報道，日本20個都縣發生山

體塌方、泥石流、滑坡。此前最多

的壹次是2004年第23號臺風，當時

共發生地質災害800起。

據國交省透露，“海貝思”登

陸後從關東等地北上，引發大範圍

創紀錄的暴雨是主要原因。

報道稱，國交省根據都道府縣

的報告，對地質災害進行統計。截

至當地時間上午8點，共發生山體

塌方394起、泥石流383起、滑坡44

起。從都縣來看，宮城縣最多，達

到249起。之後依次為巖手97起、神

奈川90起、福島78起、群馬67起、

新潟45起、長野43起、靜岡42起。

在 2018 年的西日本暴雨中，

32 個道府縣共發生地質災害 2581

起，創單次災害的數量之最。數

量較多的還有 2009 年 7 月侵襲中

國地區及九州北部的暴雨，引發

地質災害 492 起，2014 年 8月廣島

的地質災害達到637起。日本全國

自 1982 年起每年平均發生地質災

害約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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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杜婷
記得剛上初中，
早自習時老師領

著一位新轉來的女生向大家介紹說她叫“杜婷”。
杜婷站在講台前害羞的微低著頭，我坐在後面看不

太清她的五官，卻記得她身材修長，頭髮光滑柔順，髮
型有點兒像現在的波波頭，但稍短且髮梢是自然向內彎
曲著，顯得非常服帖自然。我一下就喜歡上了她的頭髮
，因為那時我就是個黃毛丫頭，被媽媽剪了個四六分的
短髮，個頭清瘦高挑，穿上運動服從後面簡直都分不清
男女。

我正流著口水盯著她的秀發看，沒想到老師就安排
杜婷坐在了我的斜後桌。於是，我不動聲色趁她走過來
時仔細地打量了她一番：呀，是個小美女呢。大眼睛長
睫毛，高挺的鼻樑，白皙的皮膚，鼻樑兩翼和我一樣有
幾粒小雀斑，顯得俏皮活潑。那時十幾歲的女孩情竇未
開（現在的女生可能比我們那時早熟些），對那些粗糙
頑皮的男生看著就覺得煩，反而是漂亮的女孩子之間更
容易相互吸引（思想複雜的同學們不要想太多哈），所
以，我和杜婷很快成為了好朋友。

後來我才知道杜婷是從南方江浙地區轉來北京上學
的，住在離我家不遠的林業部大院裡。記得我家老房子
那里大院特別多，什麼林業部、武裝部、核工業部。 。
。都有自己的大院，可大院的高牆鐵門從來都擋不住我
們這些小孩子，我們經常一起溜進大院裡蹭電影看，而
且大院裡放映的電影經常是普通電影院裡看不到的內部
片。記憶中我和杜婷放學後真沒少去他們大院看電影，
瓊瑤的愛情片，金庸的武打片都是那時我們必蹭影片。

三年初中時光浸滿了小女生無憂無慮的嘰嘰喳喳與
嘻嘻哈哈。轉眼我們考入了不同高中，而命運就暫時把
我們的友誼定格在青春的花季。分手時，杜婷送給了我
一張巴掌大的仕女圖說“是我自己畫的，送給你留作紀
念吧。”那時的我並不知道杜婷的爸爸是位著名的書畫
家，而且杜婷自幼一直在和父親學畫。

轉眼白駒過隙日月如梭，我們都已經人到中年，而
我和杜婷青春的友誼因為她回老家我又出國，就此斷了
聯繫。直到前年發小兒穎給我得瑟初中同學聚會的照片
和錄像時，我才赫然又發現了杜婷的身影。她還是那麼
白皙清秀，頭髮依然光澤柔順甚至髮型都基本沒變，只
是更短了些，鼻樑上多了一副眼鏡，有一種干練的知性

美。而此時的她已經女承
父業，是國內當代著名的
畫家和教授了。

杜婷的書畫創作主攻
花鳥題材，尤其擅畫牡丹
。她筆下的牡丹嬌豔欲滴
，栩栩如生，自成一派。
遠看如仙子起舞，裙裾飄
然；近看若貴婦靜思，雍容華貴。目前，杜婷還積極參
加書畫義賣慈善事業和書畫現場創作。她臨場作畫，一
氣呵成，動作帥氣優雅。真是胸中自有牡丹，下筆如有
神助。不僅如此，杜婷還在自己所任教的南方醫科大學
中醫藥學院推廣“國畫中醫結合養生法”，讓書畫家和
中醫院教授互相切磋授藝，用中醫治療調理身體用練習
書畫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兩者結合互補來同時提高自
我生活品質和藝術修養。

我們自從取得了聯繫，就不時的在微信裡互相傳送
照片，邊分享現在邊回憶從前，彼此內心深處那個十幾
歲的小姑娘又跑了出來嘻嘻哈哈聊個不停了。我問她：
“哎，你那時怎麼那麼低調啊？都不知道你會畫畫，早
知道我就拜你為師了。你從小就喜歡畫牡丹嗎？”杜婷
說“沒有，那時候我從小學到初中七年時間都在練習畫
仕女白描勾線，為了以後的國畫創作打基礎。”“仕女
圖？”我忽然想起了什麼，說“等一下，你是不是送過
我一張仕女小畫兒呀？”“是呀”杜婷開心的說，不等
她說完，我就在微信裡失蹤並開始在家裡翻箱倒櫃起來
。終於，一位粉衣紫帶，笑眼如彎月，粉面若桃花的小
侍女，跨過千山萬水，穿過廿年光陰映入我們的眼簾，
“是不是這一張”我按捺住砰砰狂跳的心問電話那邊，
“哇，你保存的真好！”此時雖然看不到杜婷的表情，
但我彷佛又看到她初中時瞪大著眼睛半張著嘴吃驚的樣
子。

其實，我自己都幾乎不記得這張畫了，冥冥中她竟
然跟了我20多年，從中國來到美國，一直沉睡在我青春
記憶的深處，直到這一天被她的主人喚醒。

我把這張仕女圖又小心的包好放回原處，在我看來
，杜婷當年這張仕女圖雖然筆調稚嫩卻比如今那婀娜多
姿的牡丹圖更加珍貴，因為她是我們青春的見證。

此時此刻，曾經含苞待放的我們，卻是牡丹盛開好
時節。

作者作者：：NancyBNancyB

青春牡丹青春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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