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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使被動型房地產投資成為可
行選擇的是其相對較低的維持性，允許普通
投資者在自動模式下進行投資。在你的個人
401k投資組合中加入被動房地產，可以帶來
稅收遞延增長和複利的額外好處。然而，如果
你仍然不確定間接房地產投資，這裏有一些
理由可以讓你開始。

4個使你的個人401k投資計劃完美真實
的特質：

沒有租客會在凌晨3點打來電話：如果你
沒有出租的房產，要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挑
戰性的過程，你是每天回答租客問題的人。有
了被動的房地產投資，你就免于管理上的麻
煩，你可以把房地產投資的好處加到你自己

的401k計劃中去，但要減去你的責任。
從行業專家那裏獲利：智者從錯誤

中學習，智者從別人那裏學習——禪宗
諺語。真正的行業是由專家組成的，他們
花了幾十年的時間瞭解市場，知道可持
續增長的最佳方法。只有利用他們的知

識，通過被動投資獲得長期增長才有意義。
容易開始投資和管理：不像傳統的房地

產，你不需要管理修復房產或租戶。你所需要
做的就是尋找交易，並用你的個人401k資金
進行交易。投資REIT或房地產共同基金可能
需要不到24小時的時間，而稅務留置權或
稅務契約則需要一些額外的努力。

在你睡覺的時候增加你的投資組合：傳
統的房地產需要你為錢工作，但是被動的房
地產投資允許錢為你工作，即使你睡著了。

用個人 401k 投資計劃補
充被動地產投資：

稅收遞延增長：在你的個
人 401k 計劃中的任何投資都

是免稅增長的，而且這些稅只在分配時支付。
更高的供款限制以適應大額投資：個人

401k投資計劃有較大的供款限制，允許你在
被動投資選項上積極投資。在2015年，你可以
貢獻最多53000美元，50歲以上的個人也可
以貢獻6000美元。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個人個人401401KK小貼士小貼士：：
被動房地產投資被動房地產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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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為移民大國依舊吸引著無數華
人投資者的注意，而隨著中國的限制資金
外流政策以及徵收房地產稅的消息許多投
資者選擇美國貸款買房。

在美國，沒有綠卡或者不是公民，或
者你是留學生也都可以在美國買房貸款。
只要你的信用分數夠高，有2年或者以上的
穩定收入證明，工作穩定，申請貸款前沒
有換工作，平時帳戶沒有支出大于收入，
能夠支付首付，一般來說申請美國買房貸
款是沒有問題。

也有許多投資者為了充分利用財務杠
杆原理，使投資收益最大化，在條件允許
的情況下盡可能的使用借貸款而不挪用自
有資金。貸款買房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
貸款買房，利息和貸款費用都可以抵扣個

人收入稅，所以即便是高收入群體，從避
稅的角度考慮，也更願意選擇貸款買房。

需要準備的文件
● 護照（這是必備的）
● 收入證明（年度工資表）
● 報稅表
● 居民身份證明
● 個人信用記錄
● 美國銀行賬戶
除了上述基本文件外，還會有其它各

種補充文件的要求，比如雇傭證明、房屋
租金收入證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華人中比較流行
子女買房時，父母往往會給子女一些錢來
作為頭款的一部分或全部，在這種情況下
，貸款機構就需要申請者出示“禮物證明
”來證明這些現金是禮物而非借款，因為
如果是借款的話，就牽涉到美國買房貸款
機構的貸款額度以及申請者的還款能力了
。

很多地方都可以申請美國買房貸款，
因為在美國發放房貸的機構很多，不但有
銀行，也有許多專門辦理美國買房貸款的
公司，這些銀行及公司除了接受面對面的
貸款申請外，還設有電話專線服務以及網

上服務，可以通過電話或網絡完成房貸的
申請，十分方便。

而隨著持有現金的增加，許多中國買
家意欲提前將房貸還款。那麼，美國的房
貸可以提前還款嗎？

提前還款流程
第一，借款人先查看貸款合同中對提

前還款的要求，注意提前還款是否需要交
違約金;

第二，給貸款行打電話諮詢提前還款
申請時間、所需資料等事項;

第三，按照貸款銀行的要求到相關部
門提出提前還款申請;

第四，借款人攜帶相關資料到貸款行
辦理提前還款手續;

第五，將提前還款款項存入還款賬戶
中，待銀行扣劃，或是直接攜帶現金到貸
款行償還。

那該不該提前還呢？
目前還處于還款初期的人可以考慮提

前還房貸。
由于買家正處于還貸初期，而在貸款

的前幾年，本金基數大，利息相應也高；
所以當此時買家手中持有大量閑餘資金而
又無更好的投資渠道的時候，不妨將其貸

款提前還一些。但需要注意，貸款剛下來
的6個月內，不建議一下子全部還清。

相對于一次還清，再買一套房子是更
明智的投資路徑。這樣同樣的錢，就可以
擁有兩個投資房，保留房屋升值和收租金
兩不誤。

執行上浮利率的貸款人可以考慮提前
還房貸。

如果浮動利率在3年以下，此類貸款人
如果有能力早點還清貸款，相對會比較划
算。如果不能儘早還清貸款，建議重新貸
款，降低利率。5年和7年的可以視經濟趨
勢和自己的資金情況決定。不用擔心到期
了沒辦法還清的問題，重新貸款是一個很
好的解決方式。

較長的貸款期會使得每月月供較低，
還可以騰出更加多的流動現金作為其它投
資的資本；然而，較長時間的房屋貸款使
購房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利息。所以，貸款
購置房產的民眾應當趁著美國經濟勢頭良
好，在基于自身經濟實力的同時，考慮再
買一套房產的投資理財方式的優勢，綜合
考量美國貸款購房到底應不應該提前還貸
。有時提前還貸並不是資產配置的最好方
式。(文章來源：美房吧)

在美國貸款買房在美國貸款買房 怎麼提前還貸怎麼提前還貸？？

美國買房產權登記，需要提前想清楚
的三個核心問題：資產保護、稅收和傳承
。資產保護，簡而言之，就是保證你的資
產是安全的。對于一些高風險的職業以及
考慮本人和子女婚姻風險的人士來說，資
產保護尤為重要。

在房產投資方面，主要需要考慮所得
稅(Income Tax)，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
Tax)和房產稅(Property Tax)。如果是夫妻聯
合共有，當夫妻的一方死亡時不會徵收財
產稅。這種財產基本原則會按公平市價原
則適用于已故配偶所有的一半財產，並且
會減少健在配偶出售財產的資本利得稅。

很多人去美國買房都是為子女打算。
是以父母名義購買還是子女名義購買，或
是聯名購買，其涉及的稅收和複雜程度會
很不一樣。在買房時，需要考慮未來如何
低成本地可以將財產傳承給後代。同時也
要考慮繼承分配調整的靈活性等問題。

另外，家長如果以孩子的名字買房，
還需要考慮孩子是否已滿18周歲。孩子18
歲前，可以作為房產的所有人，但是未經
過法庭及監護人的同意，不得對房屋買賣
或者轉讓。

一般來說，美國房屋產權登記有這麼
幾種方式：個人、聯名、公司和信托。可
以說大部分買房的人都是把房子登記在個
人名下或者聯名的名下。因為它簡單，成
本低，而且太順理成章，一切是那麼自然
。這種方式的優勢在于，你對財產的控制
權會更強。

但是如果個人遭遇訴訟，則在你名下
的房產都會暴露在這個訴訟之下，負有連
帶責任。另外，當你把所有權傳承給子女
的時候，會涉及遺產稅，美國公民夫妻兩
人的遺產稅免稅額是1100萬美元，而外國
公民只有可憐的6萬美元。

聯名買房具體又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joint tenancy（聯合共有）。當

年鬧得滿城風雨的王寶強與馬蓉在美國買
房時簽訂的“只留給活人”這個特殊條款
，其實就是聯合共有產權的一種 。Joint
tenancy中的一方去世之後，產權會自動轉
移給另外一方。

另一種tenancy in common則不是，一
方去世了，房屋產權將轉移給去世一方的
家人。所以一般夫妻或者家人關係會用
Joint tenancy，而非夫妻關係的合 夥人則

用 tenancy in common。聯名購
房要賣房的話一般需要獲得所有
房契上有名字的人的同意。

公司
也有很多人把房子買在公司

名下。相對來說買在公司名下，
貸款稍微複雜點，但還是沒有問
題的。由于公司一般是有限責任
公司，所以在公司名下的資產具
備一定的保護。而房子的盈利和
虧損，也就是歸于公司的盈利和
虧損。公司的傳承非常簡單，只要填一張
表，更改股東和董事就很容易解決了。

信托
信托信托有很多種，家庭信托Family

Trust是常用的一種形式。信托主要有三個
重要的部分組成：一是trustee，也就是信
托管理人或者是控制人。二是信托本身，
trust。第三是受益人，beneficiary。

信托是美國富人常用的一種商業工具
。還記得傳奇的女人鄧文迪麼？那你一定
不會忘記她與傳媒大亨默多克的那段婚姻

。當初他們離婚的時候，全世界都在猜測
這次鄧文迪至少會分掉默多克的一半身家
。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默多克用兩套
房產和讓兩個女兒成為870萬美金基金的受
益人就把鄧文迪給“打發”了，離婚後仍
坐擁139億美元身家。

受益人既可以是委托人自己、未來配
偶、家人後代，也可以是其他人，並可以
預設各種條件，更換受益人、取消受益權
。不僅保密，而且靈活可控。(文章來源：
美房吧)

房屋產權登記的不同方式對比簡析房屋產權登記的不同方式對比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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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房象其他一切游戲一樣也有它自己的一套“潛規則
”，儘管沒有絕對要遵循的“規則”，但絕對有最佳的做
法和行之有效的戒律，Credit.com刊文列出了五項在購房時
需謹慎考慮的事項。

1、在獲得貸款預批（pre-approval）前
不要提出報價

獲得貸款預批意味著貸款人已經審核了你的信用和財
務狀況，這是看房之前必須獲得的“通行證”。文件中詳
細說明了你的購買力，這為銷售商和房地產經紀人與你進
行交易提供了信心。

賣家們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合格買家的重要性，他不會
接受一個沒有貸款預批信函的買家。

在美國買房，很多人都會遇到房貸預批，即銀行在購
房者正式申請貸款之前，先會做評估，提前批准所貸款的
額度。

提前準備貸款預批的好處是：
‧購房者可清楚地知道貸款額。
‧讓中介和房主瞭解購房者的誠心。
‧看到滿意的房子，可以迅速出價。

2、雇佣房地產中介
對于許多購房者來說，買房是他們最大的一筆一次性

消費，也是一生中所做的為數不多的事情，因此選擇一位
有經驗的專家來搞定這一切是必不可少的。房地產經紀人
可以為你展示房屋、合同談判以及達成交易，還可以幫助
識別其中的陷阱和潛在的問題，並能提供最佳的與你獨特
需求相匹配的住房。

儘管互聯網可以為買主提供一些需求，但購房者仍然
希望身邊有一位專業人士出謀劃策。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
會的數字顯示，近90％的購房者使用房地產經紀人。

3、支付定金
在提出報價後交付定金是購房慣例。眾所周知，定金

的數額為房款的1-2%，當然具體多少還與房屋的地理位置
和其他因素有關。

與你的經紀人確認定金數額，或提出你的質疑。同

貸款預批文件一樣，
定金表明你是一個有
誠意的合法的買家。

什麼是定金？
定金是買方對賣方

的一種承諾，通常在簽
署合同的時候支付給對
方的律師或者對方的產
權公司。

定金和首付的區別
：down payment 指的
是買方支付的首付，除
了向銀行貸款的那部分

。down payment deposit通常指的就是合同定金。如果交
易成功，交付的定金就作為首付款的一部分。

定金並非直接交給賣方，而是放在賣方律師的一個專
用的托管賬戶（escrow account)或者產權公司的托管賬號
中。所以直到過戶或者合同約定的情況（比如買方違約）
的時候，賣方才能拿到錢，

4、推銷自己
如果你是在競爭激烈的房地產市場購房，不要僅僅提

出報價並期望就此有好運降臨。要善于利用一切機會表明
自己的態度並推銷自己，包括手書的寫有報價的信函，要
求你的經紀人向上市代理人傳遞你的財產以及購房期望等
信息。

5、親自看房
儘管谷歌眼鏡、3D看房等移動視頻技術的發展為看房

開闢了新紀元，但這些工具
僅是購物體驗的一種補充，
沒有什麼可以替代買家的親
身體驗。

五個看房訣竅：

1、施展偵探本領
參觀房屋展售前先做些

功課，對這間房子進行“身
家調查”。例如，房屋曾裝
修過嗎？現任屋主是否盡心
維護？是否有共同朋友在這
個社區居住？可以在相關網
絡媒體輸入房屋地址，檢查
房屋稅等相關記錄，確認賣
屋資訊是否存在任何不實敘
述。

2、別當“外貌協會”
是否曾一進屋就被柔美

光線及繽紛色調給吸引？還是被高級家具與裝潢迷惑了雙
眼？這很可能已經中了賣家的伎倆。試著在腦子裏想像沒
有這些修飾的空間會是什麼樣子，最好帶上卷尺與家具尺
寸紀錄，確認屋子可以放得下自己的家具。

睜大雙眼看看浴室新塗料是否在遮掩漏水痕跡，踩踏
地板確認不會吱吱作響，深吸氣仔細聞芳香劑是否混雜惱
人臭味，如果發現任何異狀，立即詢問在場的中介。

別忘了試開櫥櫃抽屜拉門，打開水龍頭並檢查流理台
底部，這不僅是確認物品的狀態，更重要是符合你的生活
習慣。

3、衡量自己的整修能力
有些房子外觀欠佳，但經過巧手改造翻修也能夠煥

然一新。重點在于，自己是否能負擔起這些費用？能否
接受搬入後持續整修嗎？如果實在不行，就別在這間屋
子打轉。

4、發揮八卦精神
在做到事前Google，沒被膚淺外在矇騙時，是開始與

真人互動的時候了。問話技巧很重要，才能得到想要答案
。買家必須表達好奇，但又不能咄咄逼人，此外最好擺上
撲克臉，因為在還沒開始協商前，千萬別泄漏自己對房屋
的喜愛。

5、別因搶手貨昏頭
看房時打開耳朵聽周遭談話是聰明之舉，可以借此獲

得一些寶貴情報。但不要落入“競爭生欲望”的陷阱，別
因為他人極力誇贊而隨之起舞，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喜
好、需求、預算與規劃，別人的褒貶都不應左右自己的決
定。(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購房也有美國購房也有““潛規則潛規則””
55個規則個規則++55個訣竅個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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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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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房地產一直飽受中層以上投資者喜愛的地產之一，
競爭也是相當激烈的，那裏更是財富的聚集地。隨著商業房
地產的發展，評估商業房地產的能力也十分重要。

美國商業地產是否值得投資
現在，選擇在美投資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不少高淨值人

群為求穩定的收益和在美發展商業，而對美國的商業地產進
行了投資。美國商業房地產也是相當值得投資價值的。

永久產權
和中國40年的產權不一樣，美國的商業地產的產權是永

久的。

高收益
美國的房產年租金和房子的售價比是比較高的，租售比

一般都在1/20，而國內租售比在1/50甚至更低。美國商業平均
收益率6-8%，中國基本低于4.5%。由于美國市場是屬於國際
市場，從長遠的角度，也更為穩定。

管理簡單
商業地產中零售商鋪和工業地產等，房東只管收租金就

好。稅費和維修費等是由租戶承擔的。商業租約普遍比較長，
至少3年，很多租約甚至5-15年，所以租約長可避免房東頻繁
更換租約租戶的麻煩。

投資策略靈活
在美國購買商業地產投資比較靈活。首先，如果您不想

全款買房，我們可以為您找到合適的貸款政策，並為您聯繫
銀行協助辦理貸款買房。第二，如果您暫時手頭上有現金全
款買房了，買房後需要現金流周轉，您還可以做 Refinance，
用已購房產找銀行貸款。第三，您還可以和其他人一起投資
購買，以出價多少分割地產股權

如何評估美國商業地產投資價值
一、如何計算財產的收入價格和價值？

1.估計計劃總收入(GSI)
此種方法適用于公寓綜合樓、購物中心和分段式辦公樓

。計劃總收入就是把整個空間的總租金加起來，同時在計算
過程中要根據特定的市場價值確定空間裏每個區域的租金
預期。

2.從GSI中減去5%的空缺
結合實際情况來說，在美國，並非所有商業物業的單位

在一年中都會被完全占用。為了計算的準確率，要從總GSI中
減去5%，得出的數字是有效總收入(EGI)。這是大多數貸款人
在考慮你的潛在購買時將使用的百分比。

3.計算物業的淨營業收入(NOI)
在美國，物業的淨營業收入可以幫助你决定是否會從一

個財產中獲利。獲取物業第一年的估計營業總收入，根據你
在同一時間段內的估計運營費用(從你的收入中減去你的開
支)。如果產生的NOI為正，那麼你將獲得初始利潤。

為了更加準確地計算租賃房產，在計算過程中應該將
GSI替換為EGI。

4.計算物業的資本化率或“資本化率”
在美國，NOI除以物業價格產生的百分比就是資

本化率。資本化率因地區及其房地產產品的不同有很
大差异，這能夠顯示出潛在的房地產利潤率。

例如，如果房產的淨營運收入為7.5萬美元，定價
為25萬美元，那麼資本化率將為30%。

5.將NOI除以資本化率以確定房地產的理想價格
在美國，無論你是想買房還是賣房，制定適合市場

的銷售價格都很重要。將當前或潛在的NOI除以該地
區的資本化率，得到的就是一個包含利潤和運營費用
的銷售價格。

例如，如果物業的資本化率為5%，淨營運收入為9
萬美元，那麼價格應為180萬美元。

6.計算物業的總租金乘數(GRM)
你需要獲取商業空間的挂牌售價，然後除以年總租金收

入。這將給你一個GRM編號，然後你可以使用該編號來確定
盈利能力。同時，你可以通過利用多個屬性執行這些計算並
平均結果來估計市場區域的GRM。

例如，如果一個房產的銷售價格是72萬美元，年總租金
等于8萬美元，那麼它的GRM為9。

7.使用GRM創建屬性值估計
將GRM對個別物業或該地區的年度總租金乘以倍數，得

到的結果是根據當前市場對房地產價值的估計。
例如，如果一個房產的年總租金為7萬美元，GRM為8美

元，那麼一個合理的價格將是56萬美元。你的商業房地產代
理或評估師應該能夠為你提供一個準確的地區或財產的
GRM。

二、如何通過衡量財務因素來評估商業地產？

1.獲得精確的平方英尺
在美國，商業地產價值直接與空間內可使用面積挂鉤，

你可以通過查看賣方提供的評估和文件瞭解該空間的完整
面積，然後用銷售價格除以總面積計算每平方英尺的價格每平方英尺的價格
(ppsf)。

2.查找需要修理的損壞區域
你可以與專業的商業檢察員合作，來查

找商業房產中需要修理的損壞區域，如果物
業在占用前有任何需要修理的地方，我們也
需要在潛在收入中扣除這些費用。

3.計算一段時間內任何維修的成本
你可以詢問業主其商業財產的所有電

氣、管道或其他機械方面的年齡和狀况。然
後，將這些項目的當前使用年限與估計的使
用年限進行比較，全面瞭解房產中需要短期
和長期維修的項目。

4.詢問當前所有者的收入和支出證明文件
當你對一處房產表示出強烈的興趣後，

可以向業主或其代表尋求過去一年證明文

件。他們可能會給你稅務文件、電費單，甚至是稅收文件。

5.閱讀年度房地產運營數據(APOD)報告
此報告包含有關特定物業的租金收入、運營支出、貸款

明細和現金流動的信息。它的目的是展示過去一年房地產的
整體財務狀况並且可用于確定未來的潛力。

三、如何通過無形因素來評估商業地產？

1.評估賣方的激勵水平
評估商業地產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有時無形因素的影

響也會有作用。例如賣方的欲望等，如果一個賣家不顧一切
地想賣出房產，那麼房產價格可能會低于市場價值。如果一
個賣家有時間出售，那麼他們可以在最初設定更高的價格。

2.瞭解地產周圍的情况
你可以花一個下午的時間在社區裏走走，與居民討論該

地區的發展、犯罪問題和其他潛在問題。如果商業地產周圍
的區域犯罪猖獗或充滿了空缺，那麼該空間可能不太理想。

3.影響店面宣傳價值的因素
如果你打算用這個空間做你自己的生意，或者把它租給

其他生意，那就考慮一下房子的外觀、交通量和其他因素。
(取材美房吧)

美國商業地產是否具有投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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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主營各類(CARB II)環保認證的Hardwood ,Laminate 
,(WPC ,SPC防水耐磨)地板、地磚及地毯的零售和批
發服務，並能為客人量身訂做個性化的檯面和浴室裝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Tel: 281-501.8330 / 832-978.6440 
9630 Clarewood Dr.,#B-3 ,Houston TX 77036  

www.yulfgroup.com Mon-Sat:9:00Am-6:00Pm   
Sun:電話預約

 WJ 2019 /  ZZT05252  

美國養房那些事兒美國養房那些事兒：： 房屋升級文化和
物業管理知識

由于社區管理局的權限獨大，美國房屋
的業主們通常對于住宅沒有完全獨立的使用
權，諸多活動受到限制。而不同社區的管理條
例也不盡相同。

美國房價已經連漲23個月，迎來了新一
輪地產繁榮期，也吸引了不少海外投資客。在
分享這場美國地產復蘇盛宴的陣容中，來自
中國的投資客成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甚
至有媒體發出“中國人要買下美國”的驚呼。

在加州聖荷西，當地人笑稱聖荷西樓市
的救世主是中國人，他們驚訝于這些中國人
豪擲全款的闊氣。據當地地產經濟行業協會
的統計，2013年聖荷西房產的國際買家中有
五成來自中國，同比激增89%，而其中七成以
上的房款都是一次付清。

然而，在加州的一些高檔住宅區，這些來
自中國的新鄰居並不十分受歡迎，他們被指
對美國的“房事”一無所知。美國富升地產事
實上，在美國持有一座房屋並不僅是一紙房
產證或是穩定的投資收益那麼簡單，美國人
終生都在與房屋打交道，房屋投資也絕非一
錘子買賣，對于掘金美國房市的中國投資人
來說，需要補的功課還很多。

房屋升級文化
2013年美國在房屋改建上的消費額高達

2140億美元，占居民房屋建造總支出的46%，
占日常生活支出的32%。

在美國購置房產，除了後續每年都要繳
納的房產稅和保險，房屋的維護經費是最大
的支出。

在美國這個二手房超過90%的房產市場
裏，買到新房子的幾率很小。即便是新房，也
少不了每年的常規保養，這些保養通常涉及
一年一次的清理空調排氣管道，清理屋頂瓦
片，清理雨槽、檢查地基、檢查白蟻、疏通下水
道……如果說這些事項不太緊急還能暫緩，
那麼房屋前後院從夏季開始每周一次的剪草
和修枝便是一筆逃不掉且龐大的支出。

舊房子由于價格便宜，在很多華人投資

客眼裏，抄底買下來再花點錢升級改造應該
仍是很划算的買賣。但在美國的房屋建造成
本裏，人工與材料設計各占一半，通常一個廚
房或衛生間的簡單裝修就算是大工程了，費
用在3~5萬美元不等，工期也通常是國內的
兩倍。像去年底特律1萬美元抄底價賣出的

“小黑屋”，那整修費用恐怕是天價了。

在美國，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五十年甚
至是一百年以上高齡的住宅隨處可見。許多
年代久遠的房屋雖歷經風雨，仍能保持姣好
的面貌，其持久的秘訣就在于美國人“自掃門
前雪”的細心維護。

美國房屋的每個部分都有特定壽命。比
如木質的架構大概是30年使用期，屋頂20年
，電路25年，外墻30年，鍋爐30年……到期
自然就要更換。但事實上，美國人的更新率比
這要高得多，筆者所住的小區建于1978年，外
墻木板5年就更換一次，因而小區的面貌得
以常換常新。

根據美國運通消費與儲蓄追蹤報告，每
年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屋主會針對房屋的改進
進行投資，這一數字即使是在地產經濟嚴重
下滑的2007年之後也未曾下降。究其原因，
屋主們相信房屋升級會在房屋的再次出售時
提升房屋價值。能使房屋明顯升值的改建，例
如對洗手間和廚房的裝修、新增房間、建造車
庫、庭院設計等項目成為屋主們改建工程的
首選。在美國的房產市場上，最搶手的房源通
常是維護較好、庭院美觀、並有較多升級和裝
修的房子，而那些疏于保養和沒有特色裝修
的房屋一般都乏人問津，甚至只能折價賣出
。

根據美國房屋建材行業協會的數據，
2013年美國在房屋改建上的消費額高達2140
億美元，占居民房屋建造總支出的46%，占日
常生活支出的32%。

美國人是如何花費這筆錢的？美國崇尚
DIY文化，在這種環境中熏陶長大的美國人通
常練就一身好本領，會拆電線會通水管，會爬

屋頂會伐木，他們僅需要付
一部分工具和材料錢。但對
于動手能力非常有限的中國
人來說，將房屋維護服務分
攤給各個工程承包商是最現
實的選擇，但這些承包價格
並不便宜，每年一次的壁爐
煙囪清潔80美元、下水道疏
通300美元，每季一次的自動
灌溉設備保養150美元，每周
一次的草坪修剪30美元，而

許多難度較高的維護服務更是以小時計費。
當然，屋主也可以一次性購買一種房屋

維修服務——Home Warranty，美國的許多
房產投資人、尤其是海外的投資人更傾向于
購買一年期的這種保障性服務，這項服務是
針對房屋中電器設施或房屋配件(例如管道、
電路)的一攬子服務計劃，房主可選擇購買一
種服務合同，根據條款包含範圍不同，這種服
務年收費介于300至600美元。一年內如果合
同範圍內的設施發生故障，服務商會派出人
員進行修理或者置換。屋主只需為每次服務
承擔100美元左右的免賠額。

權力獨大的HOA
由于社區管理局的權限獨大，美國房屋

的業主們通常對于住宅沒有完全獨立的使用
權，諸多活動受到限制。

在美國購置一幢房屋，通常意味著永久
擁有100%的地權及產權，但卻並不等于可以
隨心所欲處理這幢房屋。美國的住房既是獨
立的私人財產，也隸屬于特定的社區，社區又
有專門的社區管理局(HOA)監督管轄。也就是
說，自從屋主買下房子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須
恪守社區的規章制度，並履行社區成員的義
務。這些規章制度中最多的是對小區業主在
房屋以及周邊環境維護上的約束與規範。

美國的社區管理局和中國的物業管理公
司不一樣，它負責挑選合適的物業管理公司，
有點類似于中國的街道委員會，但是權力要
大很多，如果屋主違反了某些規
章，它可以強制執行懲罰措施。還
可以在地產上加上扣押權，
使得該地產的出售十分麻
煩。筆者的一位朋友，就因
為在廚房擅自裝了不符合
社區規定的排煙管道，而在
房屋最後交易的時候被社
區管理局給扣下，只能請人
將管道拆除才讓交易順利

進行。
一個環境美

觀、房屋齊整的
社區意味著房產
上更多的附加值
，以及整個小區
在市場上更高的
估值。許多華人
買家往往在買房之初看重了這一點，殊不知，
一個社區的環境是需要業主們付出相當的克
制和代價的。

筆者去年從一個環境普通的社區搬到了
一個學區好、環境優雅的社區，小區居民以白
人為主，本以為也能過上“優雅”的生活，但自
從入住的那天起，便麻煩不斷。筆者過去的生
活經歷中，庭前花草樹木全有物業或公寓管
理方幫忙打理，從沒接觸過剪草和修理花枝
的事務，對于草長高了幾寸、花枝是否過長，
也通通沒有概念，因而接二連三地接到社區
管理局的“貼條”，而那些看上去友善優雅的
美國鄰居在這種事上，也總會樂此不疲地敲
門提醒。

自住房尚且如此，那些投資房的屋主，若
是沒有雇請一個專門的地產中介來打理房屋
事宜，或是人在外地，未能及時回應社區管理
局的要求，通常會被處以高額的罰金。美國富
升地產 而一個高檔小區的社區管理局為了
控制社區的流動性，也通常不歡迎租客，因而
會千方百計地刁難投資房的租客。

由于社區管理局的權限獨大，美國房屋
的業主們通常對于住宅沒有完全獨立的使用
權，諸多活動受到限制。而不同社區的管理條
例也不盡相同，如：不允許養大于20英鎊的
寵物，不能在後院建游泳池，禁止裝衛星天線
等。因而在買房時，房產所在的社區管理局通
常成了一個捆綁的買賣，如果比較倉促地决
定，恐怕日後的煩惱將源源不絕。
文章來源：實力新聞網

I/房地產專日/191029A 簡 房地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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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需要的是美式教育
還是教育心理學

臨近高考，大部分高中學子都在緊張地備考，
而也有人早早做好了出國念書的準備。在大洋
彼岸的高中甚至更低年級的中小學裡，其實也
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學生，他們的學習生活又是
怎樣的呢？

談起美國教育，率先蹦入我們腦海的概念或
許就是“素質教育”、“先進”、“比中國好”。因此，
懷著望子成龍、盼女成鳳的殷切期望的中國家
長們，縱使千難萬難也想把最好的教育帶給孩
子，這使得留學低齡化的趨勢愈演愈烈。從2005
年的632名到2014年的38089名，來美國讀初中
和高中的中國學生在10年間飛漲了60倍。矽谷
近36%的居民出生在美國以外，其中14%來自中
國，他們都是完成國內基礎教育後出國的。

美國那看似自由寬鬆的教育制度，真的是
孩子們輕鬆的“樂園”嗎？

中國孩子到美國學習，真的就能得到更好的
發展嗎？

什麼樣的孩子，能在這裡勝出呢？
歸根結底，我們到底應該怎樣愛孩子、教育孩

子？
……

越早出國越適應嗎？
除非你有好習慣

儘管媒體的報道集中在中美教育的差異之處
，但從教育心理學的角度卻能發現兩者有許多
相似之處。國內的優秀生和加州的優秀生都具
有求知欲強、興趣廣泛、自律性高、和同學相處
得好的特點。應試制度雖然有弊端，卻不能否認
很多學生在這個過程中養成了上進心和勤奮的
習慣。

一個來自湖南的留學生家庭中，剛在國內
讀完五年級的姐姐被分到七年級繼續學習，而
剛滿五歲的兒子直接上學前班。從表面看，適應
吃力的應該是姐姐。但事實卻恰好相反，姐姐憑
藉在國內養成的積極學習態度和良好學習習慣
，很快適應了在美國的學習。而弟弟由於沒有養
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加上注意力和自控力較差，
出現了學習和適應困難。

美國的課程也許不如國內深，但側重學生的
理解和應用，強調交流合作，想學好並不容易。
加上從九年級起就要準備SAT或ACT考試、大
學推薦信等，壓力並不比國內高中小。可見，如
果單純地去適應美式教育，年齡不是關鍵問題，
關鍵在於孩子是否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學習
態度和行為習慣。想要孩子在較小的年齡出國
的父母需要進行慎重的考慮，畢竟青春期是自
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亂的衝突期，這麼關鍵的發
展階段，孩子更加需要在熟悉的環境與指導中
成長。

愛子有方——教育中的心理學
教育好=成績高？

對美國早期華裔移民的研究發現，150年間，
“華人成功夢”不曾改變。學齡期間，“成功”是
“孩子是好學生”；畢業後，“成功”是“孩子有好
工作”；工作後，“成功”是“孩子有美滿的婚姻”；
成家後，“成功”是“孩子生兒育女”。但實際上，
我們的教育往往停留在第一條。

父母對教育“成功”的定義無形中控制著孩子
對課業成績的心態、課外活動的取捨等。不論在
中國還是在美國，對下一代教育的重視和厚望
是華裔的標簽，“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古
訓根深蒂固。可“教育”僅僅是以學習成績來衡
量的嗎？著名的伊利諾伊州“學生代表”研究從
1981 年開始跟蹤調查 81 位高中畢業生代表 14
年，結果發現：高中畢業時成績最高的學生代表
，天資聰明、勤奮好學、循規蹈矩、上課如魚得水
但缺乏創意，沒能成為改變世界的領袖，原因就
在於“從未發現自己熱愛的領域並投入所有熱
忱”。

日積月累的“軟實
力”

應該保留的，對
成人後的表現最
有影響力的品質
是什麼呢？美國研
究成功因素的學

者發現，取得長遠成就的兩個必要因素是自製
力/意志力和動力/內驅力。她把這兩者結合為

“堅毅”：毅力和熱忱的組合，對目標的不懈追求
。

積極心理學創始人馬丁•薩裡格曼和同事總
結的最能預測生活滿意度和高成就的7個因素
中，除“堅毅”、“自控力”、“熱忱”外，還有社交智
能、感恩、樂觀、好奇心。

不難發現，關於“成功因素”的結論異曲同工，
都是優良的品格和社交能力等軟因素，而這些
品格正是習慣日積月累轉化而來的。正如愛因
斯坦所說“教育，是學校裡教過的知識都忘掉後
，自己還保留的東西。”
被訓走的愛和尊重

中國家長常常會黑著臉訓斥孩子，但這樣的
方法卻往往不能取得好的效果，這是為什麼呢？
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角度來看，成功人士能
達到“自我實現”的金字塔尖前，除了基本的生
理和安全的需要，一定要先滿足“愛”和“尊重”

的需要。其實孩子天生都是願意去取悅父母的，
但大約13歲之後他們則很少再和家長交流，其
實這就是因為孩子之前的很多努力沒有得到父
母的注意。自己喜歡的東西不被父母認可，和父
母交流時卻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孩子慢慢就學
會去找更有共鳴的夥伴。不“愛”孩子的父母極
少見，但學會表達對孩子的尊重和愛確實是很
多家庭要修的功課。
教育是“短跑”還是“馬拉松”？

現在很小的孩子就面臨著很大的學習壓力，
這種“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概念，家長到
底該如何看待呢？雖然有早教研究發現，幼兒期
的數學能力和學齡期的優秀成績是相關的，但
更多研究顯示預測教育成功的幼兒期因素包括
恒心、情緒調節能力以及注意力。比起認知能力
和家庭背景，幼兒社交和行為調節能力更能預
測對將來學業表現。所以教育不是百米衝刺，更
像是馬拉松比賽。闖過終點線的佼佼者，是那些
會學習、熱愛事業、有健康人際關係的人。

所以，到底中國的孩子需要什麼？到底中國的
家長該付出怎樣的努力？

或許，與其一味追求給孩子所謂高質量的教
育環境與條件，不如真正努力去聆聽孩子內心
的聲音，幫助孩子發現自己在學習和生活中的
熱情，給孩子愛與尊重、接納與包容，讓孩子獲
得真正屬於他們的幸福感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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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綜合排名第一的美國究竟有哪些優勢？
（來源: 搜狐教育）一直以來，美國都受廣大留學生的青睞，

即使最後沒有去美國留學，最後還是會到美國走上一遭。2015年
谷歌公布了留學國家搜索排行榜，美國位列榜首，再看看其他平
臺上的留學國家排名，多數情況下都是美國占第一。當然再好的
國家也有它的劣勢，讓我們帶著客觀的眼光來看看這個留學綜
合排名第一的美國。

就目前的經濟實力，教育實力，就業市場，全球影響力來說
美國當之無愧。把美國放在第一位，其實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當
然我從來不認為美國是一部分人眼裏的“最偉大的國家”。美國
目前有優勢也有存在的問題，讓我們來淺談一下。

美國優勢1：教育環境
這麼多年的全球大學排名不難發現，前幾名或者前百名，美

國的大學總是常客。不可否認得說目前美國的教育水平是全球
最高水平，但我的標題用了教育環境，因為我覺得排名不能說明
一切，就和我今天寫的一樣，任何的評論都會有主觀思想在其中

起重要，哪怕是每年做大學排名的這些大的機構也是如此。所以
排名需要參考，但是不能太過影響自己的判斷，同時你如果有喜
歡的專業，專業排名也是要看的。“環境”其實我覺得還包括的學
習的環境，教師資源，以及提升人際關系的機會。

美國優勢2：就業
其實我在下面的美國劣勢裏面還會提到就業，但是我們先

來說說它的優勢，美國擁有目前世界最多的500強企業，也有很
多興欣的企業，這些未來企業讓美國的前景非常樂觀。美國強勢
的行業也非常多，比如金融等，這裏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

如果你在美國畢業能最大限度的獲得就業機會，也會有機
會進入一些全球領先的企業工作。還有一些國際機構等等。獲得
不菲的年薪和積累經驗的機會，當然你想創業的話，也有一個相
當好的產業效應和環境給你。

美國優勢3：生活環境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實沒有真正

意義上的美國人。雖然目前“白人至上”觀
點的人依然存在，但是就普遍來說已經改
善很多了。在美國也有很多華人，說實話
只要你交際能力可以的話，基本上不會感
覺到冷清。

空氣質量，水質，食品安全這些在國
內需要擔心也不需要了擔心，另外，一個
言論自由的環境可以提高你的政治視野。
對你將來的工作會提供很大的幫助。當然
你家裏如果很富裕，那麼美國的消費環境
也絕對能夠滿足你的需求，豪車，豪宅基
本上不會讓你失望。美國的景點也非常多
，放假的時候旅遊也是一個不錯的考慮。

美國優勢4：長期居留、移民
在美國畢業以後長期

在美國工作你長期居留甚
至移民的可能性也大大增
加了，目前來說單純的商
業移民美國需要的資金投
入還是非常高的，而這種
方法你可以通過自己的努
力來實現，所以說留學對
自己來說也是一種投資。

美國劣勢 1：留學
費用

留學費用是一個非常
現實的問題，也是阻擋大
部分想去美國的同學最重
要的原因。確實美國的留
學費用在留學國家當中是
非常高的，基本上就是前
二名。一年全部的花費大
約在 25 萬-40 萬，而且這
還是不特別浪費的情況下
。美國的留學費用主要高
在“學費”這個是被大量留
學生吐槽最多的，而且每

年都還在漲，在留學國家當中長期屬於學費最高的國家之一。美
國的平均學費在4萬美金左右也就是24萬人民幣，當然看你的
學校和城市。生活費用和其他費用其實並不是特別高。

在這裏我的建議是：獎學金以及助學貸款是兩種解決的方
法，最好不要把打工算在預期收入當中，因為這個太不穩定了。

美國劣勢2：就業
在優勢裏面我就說過，美國的就業即使有時也是劣勢。美國

的失業率其實不低，很多的美國人都找不到工作，你作為一個
“外國人”想找到工作如果沒有一定的能力那是非常的困難的。
2015年美國的失業率在5%左右。而中國人社部統計的中國失業
率是4.1%(有水分)。所以大家需要有心理準備，你四年花費100
萬人民幣，可能畢業還找不到一個好的工作。我的建議是：無論
是名校還是一般的大學。在大學期間多積累人際關系、畢業以後
不要把眼光放的太高，只要你有能力總會發光發彩的。

美國劣勢3：治安
治安確實美國留學的劣勢，美國在國際治安排名上看，每年

的排名都是全球10名左右。其實根據我的觀察，第10名可能也
沒有，部分城市經常會有槍擊案的發生。當然會有人一次沒遇到
過，沒聽說過，但只要稍微關註下新聞就會聽說了。

我們在國外，安全是很重要的，如果安全都不能被保障的話
如何學習呢，其實美國這幾年的槍擊案頻發只是美國治安問題
的一個縮影而已。當然在這我並不想危言聳聽。所以總體來說美
國的治安問題是你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建議
1、食物

當下的時代，世界國際化程度已經很深了，你在美國基本上
想吃啥都有，但是大部分都比較貴。美國食物開始的時候會吃不
慣，慢慢習慣就好，當然自己鍛煉自己烹飪也是很好的選擇。

2、回國優勢
這是我想說的，這個其實可以適用於全部的留學國家，時代

改變了，現在不是80年代、90年代了，一張國外的“文憑”就可以
在國內換來一個很好的工作，簡單的分析一下。比如你美國畢業
了，那麼你回國以後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國際視野，英語流利等
等的優勢。但是在反過來看看國內的畢業生，現在大部分本科畢
業生也都是大學英語4、6級通過的，很多學生甚至會兩種外語。
你的語言優勢大嗎?至於國際視野和經驗就得看你的表達，所以
上文我建議你大學期間鍛煉人際關系。

國內好的企業也越來越多，如果在面試官面前你不能表達
你的視野優勢在哪裏，那麼你和國內畢業的學生還有多少區別
呢?而你要求的月薪又比國內畢業生高，這時候你的優勢在哪裏
。所以大學期間發掘自己的能力很關鍵。

3、大學排名
說到這裏或多或少會有爭議，這個其實和國內的觀念差異

比較的大，當然我承認現在很多國外的留學生也都保留著這樣
的觀念，覺得一個名氣大的大學重要，專業無所謂或者不是那麽
重要。其實我的建議還是專業排名比大學排名參考意義更大。當
然觀念上的差異我不評價了。只是我個人的建議。大學的排名其
實並不是那麼的重要，一個能夠發揮你能力的專業、一所在你這
個專業上能排在全球前列的大學才是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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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女生美國大學女生
最愛學的最愛學的1010個專業個專業
【來源:搜狐教育】

出國留學選擇專業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專業的重要性有時候甚至超過學校的綜合排名
。大家一定也都聽說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選擇
了商科這個說法，那麼美國高校的女生最熱門
的專業又是哪些呢?

根據美國教育部 的統計數據顯示，每年美
國的畢業生中，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的占總畢業
生160萬的五分之一左右，約占32萬人次!這也
從側面書證明了商學學士學位是最受美國 高下
畢業生的追崇!不僅僅是因為商學專業的就業範
圍廣泛更是因為該領域的畢業生中期收入中位
數較之其他領域要高出不少!

其實就從男生和女生上來說就是有區別的
，更何況是專業了，一般男生偏愛理科，女生偏
愛文科吧。這都是從上學起共同的認知，更何況
是出國留學所選的專業了。下面看看福布斯雜
誌近日針對性別做了一項最受歡迎的專業的調
查!

2016美國高校最受女生熱門的專業：
10、人文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3萬1064名女性獲得人文科學專
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
數的66.2%。

就業推薦：人文科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
小學教師、寫作、編輯、管理和銷售等工作。

9、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
美國共有3萬7357名女性獲得英語語言和

文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 67.9%。

就業推薦：英語語言和文學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中小學教師、寫作、編輯和銷售等工作。

8、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4萬6217名女性獲得生物和生物

醫學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
學士學位總數的59.4%。

就業推薦：生物和生物醫學科學專業畢業
生多從事研究、教學和醫學技術等工作。

7、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
美國共有5萬零664名女性獲得信息和信息

技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62.5%。

就業推薦：信息和信息技術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銷售、公共關係和管理等工作。

6、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
美國共有5萬3841名女性獲得視覺和表演

藝術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
學位總數的61.4%。

就業推薦：視覺和表演藝術專業畢業生多
從事中小學教師、設計、形象藝術、表演和娛樂
等工作。

5、心理學專業
美國共有7萬1385名女性獲得心理學專業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的77.1%。

就業推薦：心理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諮詢、
中小學教師和銷售等工作。

4、教育學專業
美國共有8萬零754名女性獲得教育學專業

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
的78.7%。在美國的中小學中，女性教師的比例
特別高，所以教育學是女性大學生最最著名的

“軟專業”。

就業推薦：教育學專業畢業生多從事中小
學教師工作。

3、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
美國大概有8.25萬女性獲得社會科學和歷

史學士學位!這個專業能夠上榜有令人震驚的。
因為無論是這專業本身還是該專業的就業並不
佔有優勢!

就業推薦：社會科學和歷史專業專業畢業
生多從事中小學教師、銷售和研究等工作。

2、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
美國共有9萬4192名女性獲得健康專業和

相關的臨床科學專業學士學位，占當年獲得此
類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85.4%。

就業推薦：健康專業和相關的臨床科學專
業畢業生多從事護理、理療師等工作。

1、商學專業
美國共有16萬4276名女性獲得商學專業學

士學位，占當年獲得商學專業學士學位總數的
49%。

就業推薦：一般而言，商學院畢業生在管理
、銷售、諮詢和金融領域就業市場廣泛。

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美國留學藝術碩士需要多少費用
【來源:搜狐教育】

毫無疑問，美國留學是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
最熱門選擇。現正值留學美國申請階段，不少同
學申請美國藝術碩士，但是美國藝術碩士的美
國留學費用也是不容小覷的。下面為大家介紹

一下美國藝術碩士的留學費用及美國藝術碩士
的相關信息。

美國藝術類碩士學費相對其他專業要稍高
一些，總體費用由學費、生活費兩大塊組成，學
費尹地區和院校有所區別，私立院校費用相對

就要高許多，而選擇公立院 校則要偏低。學費：
15-20萬，生活費：5-10萬元(美國優秀的藝術類
院校大多集中在較發達地區，所以生活費與學
費都相對較高。

在美國，美學學士通常縮寫為BFA，全稱是
Bachelor of Fine Arts，是
視覺或表演藝術專業教
育 的 本 科 學 位。MFA
(Master of Fine Arts)翻譯
成中文應該是創作碩士，
而非字面上的藝術碩士。
BFA和MFA範疇相當廣
泛，從雕刻、編制、繪畫、
設計、插畫、室內設計、平
面設計、動畫、攝影、電影
，到珠寶設計和多媒體設
計等。MFA 是美國創作
領域中最高的學位，沒有
博士學位。在美國設計界
工作，MFA 就是最高學
位，能夠拿到 MFA 是相
當高的榮譽，不僅能有助

於職業發展，同時也具有大學教書的資格。
在美國沒有類似法國國家高等美術學院和

中國中央美院那樣的中央領導學院存在。紐約，
洛杉磯和芝加哥等城市中都有一些不錯的藝術
學院，但是算不上中央領導 潮流的學府。在音樂
教育上，朱利葉音樂學院可以說是美國第一的，
原因是美國音樂人才集中在紐約，那裡可以聘
請樂團、歌劇院中的專家來兼授課程，以保證擁
有 世界最好的音樂家教員。

而在藝術和設計上美國則沒有一個城市有
這樣的權威地位，全國也沒有具有領導性和獨
一無二地位的高等教育學府。所謂傑出的藝術
院校僅僅是就某個專業而言。比較知名的院校
包括加州藝術學院、紐約大學、帕森斯設計學院
、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羅德島設計學院、視
覺藝術 學院、舊金山藝術大學、芝加哥美術學院
、克裡富蘭藝術學院和帕森斯設計學院等。以上
就是對美國留學藝術碩士的相關介紹，希望能
夠助大家一臂之力。美國藝術 碩士花費不菲，但
物有所值，它的就業前景令人十分看好，所以打
算留學美國藝術碩士的同學們不用擔心值不值
的問題。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118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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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搜狐教育】
美國MBA留學是具有非常大競爭

力的，同時從學制上來說，美國MBA大
多為兩年制，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國家為
一年制MBA，那麼這兩種學制的MBA
有什麼區別呢?

和 極 限 運 動 參 與 者 一 樣，美 國
MBA專業的學生費盡唇舌讓他們的朋
友、家人以及未來的雇主相信，他們正
經歷著一次相當累人的經歷。商學院是
緊張的——我們 發現人們都這麼說)。
這個口頭禪模糊了一個事實：包括幾乎
所有美國MBA課程在內，很多MBA課
程都是兩年制，而大多數歐洲的 MBA
課程都是一年制。

除了時間長短外，還有什麼區別呢
?兩類課程的時間並非決定商學院排名
的主要因素，雇主似乎也沒有厚此薄彼
。課程提綱看上去也很相似。不過，所有
的課程顯然不會一樣。

首先，美國一年制MBA和兩年制
的緊張程度存在區別。

在一年制的課程安排中，你別指望

會有沒課的週五，也別指望工作和生活
的平衡。整個項目的壓縮，給你留下了
很少的空閑時間。如果你落下了，就沒
有機會再追趕上去了。作為 50 年前開
創一年制MBA的先驅，在歐洲工商管
理學院(Insead)，早上8:30開始上課，下
午7點結束。節假日也是如此。

在這種模式中，大部分核心課程被
安排在最初4個月的衝刺期內。工科和
經濟學科的畢業生們可能會覺得某些
課程是小菜一碟，比如統計學和會計學
，而對那些沒有數學背景或者沒有接受
過經濟學教育的學生來說，它們卻難如
登山。
班級構成也是不同的

美國一年制 MBA 課程的班級裡，
委培學生可能會更多一些，學生的年齡
或者更大一些。歐洲的某些一年制
MBA 班級，學生的平均年齡明顯大一
些——通常大約 29或者30歲，這意味
著他們擁有更多的工作經驗。經驗較豐
富的學生可能會發現，在一個很少有人
曾有管理經驗的班級裡討論領導力，會

讓他們有挫敗感。
至於課堂內容，區別也很明顯

一年制的項目會把一個原本
10次3小時的課程壓縮成16個90分鐘
的小節。而兩年制的MBA課程，如西班
牙 Iese 商學院開設的 MBA 課程，卻有
時間堅持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模式，即每節課都圍繞一個商
業案例展開討論。這意味著時間較短的
MBA 課程不會花時間來複述材料。學
生在教科書上可以找到這些材料。

這兩種學習模式的關鍵性區別是
在校外。兩年制項目的核心，是第一學
年和第二學年之間長暑假中的一次實
習。這份夏季工作可以讓學生們暫時放
下學習，嘗試一份為期 12 周的不同職
業。

美國MBA專業兩年制的項目會提
供謀劃調動的空間以及更多交際的時
間。而一年制的課程把學習精簡為瘋狂
的快跑，在患難與共之中建立友誼。所
以，那個好哪個不好，還是要看是否適
合你自己。

美國兩年制美國兩年制MBAMBA和一年制和一年制MBAMBA
有何區別有何區別？？

【來源:僑報網】
美國各地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每年均大比

例增加，美國大學大量招收中國留學生的主要

目的，是賺取比本地大學生學費高出數倍的金
錢。許多中國留學生水平不夠格，但中國留學生
卻擠走了美國學生的入學機會。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網
報道，中國留學生奪去了
美國留學生的大量資源。
中國學生根本沒準備好留
學，他們根本不知道分析

性文本到底意味著什麼，也很難達到分析性思
考或寫作的基本要求。即使這樣，美國大學仍然
競爭多收中國留學生。

報導稱，在美國，中國留學生的數目已增長
至30多萬。僅密歇根州立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數
量就已達到4400多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
國留學生的數量也 已達到1200多人;而10年前，
這所大學裡中國人的數量只有47名。波士頓地
區的大學中，中國留學生的數量達到4.5萬人。

福克斯新聞網的報道批評美國大學為錢忘
義。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他們正奪
取本屬美國學生的資源。高校機構變得越來越
貪婪，這也就意味著許多美國學生收到了大學
的拒信，而中國學生卻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被
錄取的喜悅。

金錢推動中國留學生一直湧入美國。因為
留學生支付的全部學費幾乎是本土學生支付學
費的兩倍。美國的大學和學院當前正熱烈歡迎
亞洲的學生，甚至還雇傭會說普通話的員工來
錄取中國學生、幫助後者順利進入美國大學。

報導認為，中國學生就學術而言並不比美
國學生準備更充分。一些學校發現，他們需要更
改甚至簡化課程、來滿足中國學生的語言以及
學習要求。報道還稱，中國部分學生前往美國求
學時，似乎有花不盡的錢，他們一到美國就買上
奧迪、奔馳或雷克薩斯。而美國學生往往開家裡
的舊車。

美國大學為錢狂招中國留學生
搶佔本地學生資源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118D 簡

大家都知道，在留學過程中，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
位證是必不可少的學術材料，那麼今天就讓百利天下留學和大
家一起來瞭解它們的作用是什麼，應該去哪開以及如何開具這
些材料等內容。

作用
成績單是展示申請者之前的學習水平、能力、背景和成果，

也是學校判斷留學生是否符合其入學要求的重要憑證。通過成
績單可以看出申請人是否具備所申請專業 所要求的一些前提課
程及其背景，以及學校非常看重的GPA。美國研究生和博士的申
請要求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對于已經畢業且拿到畢業證
學位證的申請人 來說，只需提供畢業證和學位證即可，但是有一
部分申請人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還沒有畢業，還沒有拿到學位，那
麼這時需要由學生出具在讀證明表明申請人目前還是 在讀的學
生，畢業後就可以拿到畢業證、學位證，這樣就符合美國碩士和
博士申請對于申請人必須具備本科學位的要求了。

辦理機構
我國大學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一般由教務

處，學院或者檔案館開具成績單。具體以所在學校要求為準。

如何開具
針對學生目前所擁有的學位及其修讀方式的不同，材料開

具的類型分為以下幾種：
（1）統招本科在讀學生：針對本科大三在讀的學生，一般申請的
是次年的秋季的碩士和博士，需要開具本科期間前三年的中英
文成績單（如截止日期較晚，學生已經擁有了大四上的成績，則
可以開具三年半的成績單），畢業離校之前辦理四年完整的成績
單帶到美國院校。
（2）統招本科畢業的學生：針對本科畢業的學生，需要開具本科
四年的中英文成績單；學生拿到中文畢業證學位證後，進行複印

，同時拿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學位
證明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3）統招研究生在讀學生：針對研究
生在讀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業
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同
時開具研究生階段已經完成課程的
中英文成績單和研究生階段的中英
文在讀證明。
（4）統招研究生畢業的學生：針對研
究生畢業的學生，請參考（（2）本科畢
業的學生）開具本科中英文成績單，
同時開具整個研究生階段的所有的
中英文成績 單；學生獲得研究生階段
的畢業證和學位證後，要複印原件，
同時帶著翻譯好的英文畢業證和學
位證根據自己學校的規定到相應機
構進行蓋章。
（5）雙學位的學生：針對雙學位的學
生，如果學生申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
的第二專業沒有多大關係，申請人則
可以選擇性的提供或者不提供第二
專業的學術材 料，但是第一學位的學
術材料是一定要提供的；如果學生申
請的專業和自己修讀的第二專業更
加相近，則第一和第二學位的學術材料都需要提供。
（6）海外項目的學生：針對有些申請人本身本科四年就是在中國
以外的國家讀的，申請人則需要要求自己所在的國外院校直接
提供成績單學位證給所申請的美國 院校；對于本科讀的是2+2

項目及其類型的國
內外合作辦學項目，
申請者需要同時開
具國內和國外兩個
學校的成績單，在讀
證明/畢業證學位證
。
（7）專接本/專升本
的學生：對于專接
本/專升本的申請者
，學生需要開具在專
科期間和本科期間
的中英文成績單；專
科期間的畢業證中
英文，及其本科期間
的在讀證明中英文
（在讀生）或者畢業
證學位證中英文（畢
業生）。

開具時間
開具時間一般

在申請當年的 9 月
份，如學生申請時是
大三的學生，則需要
在大四一開學，也就

是9月份就去找相應機構進行開具。

開具的數量
成績單開具的數量是申請學校的數量的1.5倍。之所以準備

這麼多成績單，第一，有的學校成績單需要郵寄兩份；第二，申請
季時，學校因為忙碌，導致學生的 材料丟失，不得不讓學生重新
郵寄材料；第三簽證季和入學時，學生仍然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績
單等材料，寧多勿少。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開具的數量是申
請學校 的1.5倍，原因參考成績單開具數量。

注意須知
我們介紹了成績單開具的類型和注意點，下面給大家說一

下成績單辦理的須知：
* 請提前詢問學校相關部門是否有英文成績單，中英文在讀證
明/畢業證學位證；
* 沒有英文的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的，此時需要學生自
己翻譯成績單；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證均需蓋公章；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都需要提交給國外學校；
*中英文成績單，在讀證明/畢業證學位需用膠水密封在學校的
信封裏；
*密封好以後，需要在信封的封口處，騎縫蓋學校的公章；
* 如果學校的成績單上是以優良中差來評判的，請學校提供評判
的分數區間；
* 某些學校對于學生自己翻譯的成績單不予以蓋章，此時需要學
生到公證處做成績單公章，學校才予以蓋章；
*有些國外的大學會針對國際生申請的專業要求做成績認證，此
時學生要在學校指定的機構做成績單認證，認證完後，該機構直
接會把認證報告寄到所學生指定的學校。

好了，親愛的留學小夥伴們，以上就是百利天下留學為您製
作的學術類材料的開具的注意事項，您瞭解了嗎？

美國留學美國留學不可小覷的那些證不可小覷的那些證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191118E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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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屏，精彩世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康 朴

刘海儿屏、水滴屏、瀑布屏，为了让摄像头和按键面积最
小乃至消失，各大手机厂商在方寸之间绞尽脑汁，不断追求

“100%全面屏”的极致视觉体验。然而除了做得更大更薄之外，
直板触屏手机在经过10年左右发展后似乎遇到瓶颈，未来手机
发展的新方向会是什么？

近两年来，全面屏的“硝烟”尚未熄灭，“折叠屏”又如一

枚重磅炸弹引爆市场，让时尚达人们有了新期待。2019 年 2
月，三星首款折叠屏手机Galaxy Fold正式发布；不久前，华为
首款折叠屏手机Mate X也开始上市销售。无论是折叠屏手机还
是未来想象空间更大的卷曲屏手机，屏幕始终是制约手机形态
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近日，记者走进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近距离感受柔性屏带来的震撼。

2 月 22 日，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京东方鄂尔多斯工厂展厅
内，工作人员在展示运用了透明显示技术的智能冰箱。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京东方柔性AMOLED屏
本报记者 张鹏禹摄

集艺术品展示、欣赏、交易功能为一体的“数字艺术馆”——画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柔性屏：

“纸筒”上看见世界

如纸筒一样卷曲起来的柔性屏
上，滚动播放着色彩鲜艳的高清图
片，一下子颠覆了人们对屏幕的既有
认知。从侧面看，它纤薄如纸，比一
般液晶屏薄很多，几乎没有厚度，给人
一种画面从天而降的错觉。

在京东方北京 8.5 代线工厂展厅
内，京东方柔性 AMOLED 显示屏引
起了记者的好奇：超窄边框的设计使
屏占比接近 90%，可实现弯曲、折
叠、卷曲等多种形态，厚度仅 0.03 毫
米，可折叠超过20万次。

造屏幕不得用玻璃吗？而玻璃又
硬又脆，怎么能弯曲呢？

原来，柔性 AMOLED 显示屏中
没用玻璃。

这一技术从AMOLED （有源矩阵
有机发光二极体） 发展而来。我们可
以首先将 AMOLED 屏的结构想象成
一个三明治，如果是刚性 AMOLED，
它的下层是玻璃 TFT背板，中间是主
动式有机发光二极管，上层是封装玻
璃。将玻璃换成高分子材料的超薄薄
膜作为基板，屏幕就能实现大角度弯
曲，且不易折断。

除了能弯曲外，柔性 AMOLED

屏的优势还有很多。由于该屏每个像
素点可以独立自发光，减少了我们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液晶屏所需要的背光
结构，整体更加轻薄，更利于手机

“瘦身减肥”。另一方面，像素点自发
光避免了背光光源经过多层膜材时造
成的亮度损耗，使得柔性 AMOLED
屏亮度更高；当需要显示黑色时，直
接关闭相应像素点就行了，黑色显示
更加纯粹，同等显示效果下也更省电。

色彩艳丽、对比度高、色域覆盖
广、可视角更大也是柔性 AMOLED
屏所具有的优势。有专业机构通过测
评发现，柔性 AMOLED 屏在色彩显
示上更加丰富，颜色层次更明显。

诸多优势让柔性 AMOLED 屏成
为 市 场 新 宠 。 市 场 调 研 机 构 Stone
Partners数据预测，明年全球主要智能
手机品牌采用柔性 AMOLED 显示屏
的渗透率将提升至 21%，也就是跃升
至超1/5的占比。从全球TOP3手机品
牌来看，三星柔性屏手机渗透率将从
2019年的19%增长到24%，华为从11%
增长到 18%，苹果从 33%大幅增长到
65%。此外，中国OPPO、vivo、小米
等品牌也将扩大柔性手机出货量。

在柔性显示领域，早在 2001 年，
京东方就成立了 AMOLED 技术实验
室开展相关研究，后又率先在国内实
现 柔 性 AMOLED 量 产 。 2017 年 10
月，京东方成都柔性AMOLED屏6代
线实现量产，这是全球第二条量产的
6 代柔性 AMOLED 产线。今年 7 月，
京东方绵阳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
量产出货。如今，随着柔性屏逐渐走
进千家万户，屏下指纹识别技术、屏
下摄像头技术以及高刷新率柔性屏的
推出，为移动终端产品提供了更多创
新空间。

画 屏：

身边的“艺术馆”

“小艺小艺，向日葵！”走到一层
展厅尽头，工作人员对着“一幅画”
说道。记者来到这个被称作“画屏”

的显示面板前，画面从刚才的一幅中
国画作品，切换到藏于阿姆斯特丹梵
高博物馆的著名画作 《十五朵向日
葵》。

坚实有力的笔触，粗细有致的线
条，浓郁绚丽的色彩，强烈的明暗对
比，原作品充满的生命张力和艺术冲
击力都在这块屏幕上展现无遗。更令
记者感到惊奇的是，画屏还逼真地还
原出画布上疏密错落的油彩带来的凹
凸质感。

“画屏是京东方推出的数字艺术
物联网产品，搭载高清屏幕，采用无
损伽马、防眩光及智能感光三大技
术，显示效果细腻逼真。它可以适应
多种画作形式，真实还原画作使用材
料的质地。”工作人员介绍说，配合
画屏使用的手机应用目前已与北京故
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等 200 多家顶级艺术机
构开展合作，有 5000 多位艺术家的 3
万多件作品和 110 多万用户上传图
片。

“小艺小艺，帮我介绍一下这幅
画。”

“1886 年，梵高跟随弟弟提奥来
到巴黎，结识了高更、毕沙罗、塞尚
等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画家……”两
三秒钟后，画屏传来悠扬女声，介绍这
幅画作背后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画屏作为一款数字
物联网产品，集显示终端、APP 平台
和云端三端于一体，软硬融合。借助
系统里的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和“艺术
知识图谱”，用户可以实现和艺术品
的对话，了解作品和作者的更多背景
知识，加深对艺术品的理解和认知，
堪称“身边的艺术馆”。借助物联系
统，用户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画作、购
买当代艺术作品，实现与艺术家交
流，让艺术更轻松地融入日常生活。
用户还可以把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画屏
中：比如充满情怀、勾起回忆的老照
片。

担心老照片分辨率不够？京东方
自主研发的图像超分辨率技术也许能
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种基于深度
学习的图像处理算法，通过自动识别
照片类型、提取图像特征并从云端提
取相似特征，恢复和补充图像细节，
对低分辨率图像进行分辨率拉升。同
时，通过添加噪声来生成新的细节，
使生成的图像更加逼真、自然，获得
超常规的艺术效果。

11 月 2 日，京东方携 16 倍超分算
法技术，在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国际计
算机视觉大会 （ICCV） 发起的 2019
年 AIM图像超分竞赛中力压丰田集团
等团队折桂，惊艳世界。

或许，夹在吃灰的相册里，尺寸
小、清晰度低的老照片将迎来新生。

不仅如此，这一技术拥有相当广
阔的应用前景。例如，一些年代较早
的影视作品，经过图像超分算法处
理，可以更清晰、更逼真的面貌与观
众重逢。目前，京东方已与多家电视
台、知名视频媒体平台达成广泛合
作。同时，在医疗影像、安防等领
域，图像超分算法技术也有用武之地。

京东方早已不是一个生产屏幕
的 工 厂 。 自 1993 年 4 月 成 立 以 来 ，
经过 26 年持续的科技研发投入和不
懈努力，以显示屏为中心，京东方
在 智 慧 交 通 、 智 慧 零 售 、 数 字 艺
术、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领域着
力布局，持续发力，努力成为智慧
物联的领先者。

液晶屏：

核心技术的创新之路

不过，屏幕仍然是京东方最为人
熟知的产品，在液晶显示屏领域，京
东方更堪称行业龙头。

目前，全球有超过 1/4 的显示屏
来自京东方。全球市场调研机构 IHS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京东方智
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
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显示器显示
屏、电视显示屏五大应用领域出货量

均位列全球第一。
市场的认可缘于对技术的尊重和

对创新的坚持。
经历过上世纪 90 年代的人都知

道，当时的电视很厚很大，屏幕后面
有 一 个 类 似 圆 锥 形 的 机 箱 ， 这 种
CRT （阴极射线管） 电视机是当时彩
电市场的主流。不过，随着新型显示
技术日益成熟，TFT-LCD （薄膜晶
体管液晶显示器，俗称液晶面板） 在
日本、韩国已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
尽管不少国内企业还在上马 CRT 项
目，但京东方敏锐感觉到了技术替代
的危机，决定朝着新型显示技术这条
路去发展。

当时，整个中国大陆还没有一块
自主生产的液晶面板。

1994 年，京东方成立平板显示项
目预研小组，终于在1998年明确提出
进军液晶显示领域。2003年，京东方
以 3.8 亿美元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的液
晶显示业务，有了一块进入 TFT—
LCD产业所需的敲门砖。经过对国外
技术的学习、转化与创新，京东方逐

渐掌握了液晶面板核心技术，于 2003
年 9 月建设中国大陆首条依靠自主技
术的5代TFT—LCD生产线。

2005 年 1 月，该生产线量产，填
补了中国大陆液晶显示产业的空白，
结束了中国大陆“无自主液晶显示
屏”的时代。自 2005 年 5 代线投产
后，京东方相继投建了中国大陆第一
条 6 代 TFT-LCD 生产线和第一条 8.5
代 TFT-LCD 生产线，推动了液晶显
示在整个显示行业渗透率的快速提
升，以及显示性能的全面升级。

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样体现在专利
数量上。2019年上半年，京东方新增
专利申请量4872件，其中发明专利超
90%，累计可使用专利超 7 万件。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WIPO） 发 布 的
2018 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 （PCT） 显
示，京东方以1813件位列全球第七。

在显示器行业，京东方提出了一
个生存定律，即“若保持价格不变，
显示产品性能每 36 个月须提升一倍

以上，这一周期正在被缩短”。正是
基于这样的认识，京东方对创新的重
视有目共睹。

多年来，京东方始终保持对研发
的大力投入，7 年间，研发投入增长
6 倍以上，企业每年营收的 7%左右都
投入到研发中。与此同时，一套完备
的科研体系也逐渐成熟，形成了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该体系设置分级架构，开展
短、中、长远的协同创新，确保技术
和产品的前瞻性和领先性。集团级研
发，聚焦长远期前瞻核心技术研究；
事业部级开发，以端口器件、智慧物
联和智慧医工三大事业为核心，着力
于短中期开发。”

如今，京东方又将目光瞄准了物
联网。畅想未来，人类熟悉的每一个
场景都可能有显示的存在，未来的屏
幕将不再只具有单一显示功能，而会
是一个由硬件、软件、数据、算法和
计算能力共同支撑、用于信息交互的
核心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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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在美中關係因貿易戰以及戰略競爭而受到嚴峻挑戰之際，推動
尼克松總統對中國進行破冰之旅的前國務卿基辛格說，美中兩國需要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
沒有一方能夠主導另一方。他說，如果兩國不能解決雙方的分歧，衝突將不可避免，而這會引
發災難性的後果。不過他說，他相信，兩國領導人會意識到，這個世界的未來仰賴於雙方找到
解決分歧的途徑。基辛格還認為，美中之間會達成一個貿易協議。

基辛格：美中相互把對方視為對手的態度令人擔憂
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日前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行的一個晚宴上發表講話時對美中關係

的現狀表達了擔憂。
他說：“當前的狀況令人擔憂的是，我們意識到了我們之間的問題，但是雙方都採取了一

種態度，即我們在與一個對手而不是一個潛在的伙伴打交道。”
基辛格：一方不能主宰另一方，衝突會導致災難
這位在1972年促成美國總統尼克鬆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的資深外交官說，毫無疑問，中

國演進中的許多方面都對美國構成挑戰，但是我們現在處於這樣一個時期，即有史以來從未出
現過處於地球不同地方的兩個大國處於類似的地位，一方不再可能主宰另一方，因此雙方必須
適應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之間有這種競爭的關係。

他說：“兩國都必須明白，他們之間的持久衝突是沒有贏家的，如果這種衝突導致永久性
的衝突，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說，如果中美兩國帶著一方可以取得對另一方的永久性勝利的想
法展開對抗，其結果將比毀滅歐洲文明的世界大戰還要糟。

現年96歲的基辛格說，像他這樣的人有責任為與中國建立這樣一個關係而努力，即在這個
關係中，雙方可以坦誠的討論他們所看到的危險和他們面前的機會，雙方都承受不起一個相互
威脅的政策。

儘管美中關係處於困難時期，但是基辛格相信，美中兩國能夠克服目前的緊張，而且兩國領
導人將會明白，這個世界的未來仰賴於雙方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並管控好不可能避免的困難。

基辛格：會達成貿易協議
他還預計美中會以“積極的方式”達成一個貿易協議，但這只是美中共同為世界做出貢獻的

第一步。
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爭端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雙方正在就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的最終文本進行談判，但是雙方能否達成最後協議仍然充滿不確定性。中國方面最近表示，中美
雙方同意同時取消部分現有關稅。但是特朗普後來表示，他沒有同意取消關稅。特朗普星期二在
內閣會議上說，如果不能與北京方面達成貿易協議，他將提高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死防得分王詹姆斯死防得分王詹姆斯··哈登哈登 掘金終結火箭連勝紀錄掘金終結火箭連勝紀錄
【 美 南
新聞記者
泉深報導
】 11 月
20 日 ，
休斯頓火
箭客場挑
戰丹佛掘
金，掘金
教練邁克
爾·馬隆
（Mi-

chael Malone）提出了一項嚴防詹姆斯·哈登的獨有計劃，哈登
從三分線到籃筐被包圍，火箭找不到三分線投籃機會，掘金以
105-95贏得比賽，扳平了八場比賽的連勝紀錄，也終結者了火
箭隊9連勝。

這是火箭隊本賽季得分最少的一場比賽，哈登的27分也是他自

本賽季首戰以來最少的一次。在哈登被嚴防的情況下，火箭隊只投
進了12個三分球，創造了賽季最低的38分。

掘金尼古拉·約基奇（Nikola Jokic）以24分領先掘金，而火箭
中鋒克林特·卡佩拉（Clint Capela）獲得了賽季最高的21個籃板，
這是他連續第五場比賽至少得到20個籃板。

然而，火箭隊的問題主要在於難於擺脫掘金隊的防守。
火箭的投籃命中率僅為42.1％，比平均水平低20點，連續四節

投籃低效，沒有領先過對手，又錯過了第四節5個三分球中的4個。
掘金把錯失的投籃和失誤轉移到了另一端的扣籃上，從而拉開了距
離。

掘金隊的防守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色。
在防守哈登方面的，掘金快樂速將他包圍。在大多數情況下，

他們都在較早位置對哈登進行第二次防守，哈登通常放棄球或希望
在對手到達之前將球送出或投射。

隨著後衛沖向三分線，掘金抓住機會在三分線外投籃，火箭上
半場嘗試的14個三分球，比本賽季的任何半場少五分。哈登平均每
半場嘗試7次三分球的機會本次只有四次。快速啟動後，可憐的前
最有價值的球員威斯布魯克在第二節7投0中。

即使火箭確實在三分線外位置看起來不錯，他們也錯過了大部

分機會，尤其是在上半場，火箭在上半場僅命中了三個三分球。
約基奇（Jokic）10投7中，拿下15分，掘金上半場命中率達

到48.9％。
不過，火箭通常可以跟上步伐。他們在半場結束時將落後10分

縮小到到落後3分，上半場比賽51:54，但是，掘金隊拿走了助推火
箭進攻的大部分機會。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火箭隊在下半場開始了擋拆動作，卡佩拉
被硬切到籃筐，迫使丹佛的防守崩潰並獲得上半場罕見的外觀。

當克里斯·克萊蒙斯和哈登在第三節還剩不到三分鐘的時候連續
三分命中時，這是火箭隊整夜第一次連續三分球命，而火箭隊在20
個三分球中只投中了4個，掘金隊已經上升到15分的領先優勢。

此時，小達努埃爾·豪斯（Danuel House Jr.）撞上了一個Jokic
屏幕，迫使他左肩酸痛地離場，但是火箭隊缺少的不僅是關鍵得分
手，還有很多3分機會。

當掘金開始撤退時，火箭似乎讓挫敗感減慢了他們的速度，放
棄追趕的機會，丹佛也放慢了節奏。大多數情況下，火箭幾乎沒有
足夠近距離的表現，看上去似乎很沮喪，似乎阻止了他們的高能進
攻。

基辛格：美中衝突沒有贏家
只會引發災難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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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很多家長問葉老師為什麼有
ED 2(Early Decision 2)? 值得使用嗎?

首先要知道的是大學為了要增加入學率
(yield rate), 鼓勵對該校有興趣的學生使用ED
(Early Decision) 來申請該大學.

學生都知道要用 ED1 來試試申請一所
Dream School.

那為什麼會使用ED2? 幾個可能原因:
1.) 當初沒有使用ED1, 也許來不及送件, 也

許想要有更好的準備(SAT, ACT, SAT II, 課外活
動, 獎項, 領導者的經歷) 之後再使用ED2.

2.) ED1 的學校在12月中時未被錄取, 所以
在ED2 時試著鎖定也是dream school, 但難度
稍低的學校.

3.) 在十一月一日之前尚未決定那所大學
Dream School 來綁定.

4.) 當初也許怕ED1 綁定學校而失去財務
輔助機會的疑慮而不敢使用ED1, 現在決定還是
使用ED (2)了.

ED1 (Early Decision 1) 和 ED2 (Early De-
cision 2) 的區別？
ED1/ED2相同點：

綁定式申請(binding)，錄取了必須去,都有

增加錄取率的機會.
ED1/ED2 不同點:

截止時間的不同, ED2 的截止時間(一月一
日左右)晚於ED1(十一月一日左右),相當於給了
二次申請ED的機會. 注意: 不能使用ED1
and ED2 在同一所學校.
ED2和RD之間:

ED2 的截止時間和RD(一月一日左右)基本
差不多.

ED2和RD 的區別就在於ED2 有著ED1 相
同點綁定申請(binding)，以及增加錄取率的機
會。

RD 就是正常申請, 無綁定, 再拿到通知書
後是有選擇權的, 接受和拒絕offer 的權利全在
學生自己, 在錄取率上也沒有了增加錄取率的優
勢.

在選擇ED2學校時, 一定要格外慎重, 首先
要確定的就是, 選擇的是否是自己的 Dream
School, 錄取後也非常確定是會去的.
如果不是Dream School申請ED2學校錄取後,
不管RD 再拿到多好的通知書, 也是不能接受
RD 錄取學校的offer.

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 進行比賽並舉行頒獎大會進行比賽並舉行頒獎大會

葉老師談ED 2(Early Decision 2) 值得使用嗎?

【本報訊】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
賽11月10日在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舉行。比賽按參賽者年齡段和華裔、非
華裔分組進行。

黃河、長江是炎黃子孫的母親河！它承載
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七
十年的歷程。 《心中的黃河、長江》是演講主
題之一。 1969年7月20日，美國阿波羅11號
飛上月球！尼爾·阿姆斯特朗成為登月第一人。
他從月球呼叫“休斯頓(Houston)，這裡是靜海
基地。鷹已降落。 ”向休斯頓的宇航中心報告
成功登陸月球的消息。阿姆斯特朗的名言“這
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一直

被世人銘記。《理想的翅膀》也是這次演講的
主題。參賽者在這兩個大主題之下，生髮出許
多演講題目。年齡小的參賽者也講了自己喜歡
的、豐富多彩的故事。

賽 后 舉 行 了 頒 獎 大 會 。 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 校 長 Mark J.
Hemphill致歡迎辭。他表示非常高興地看到那
麼多不同族裔的參賽者來到這個學校，展示自
己學習中文演講的能力。這對於以學習英語、
西班牙語、中文為特點的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of Texas學區是一個鼓舞。

去年這項比賽的舉辦地中文沉浸學校的校
長 Chung Ying 也 在 當 天 下 午 來 到 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看望參賽的學生、家長和老師，與大
家交流、拍照、給予鼓勵。

評委們欣喜地看到參賽者演講水平每年都
有提高，這正是這項活動的目的。從綜合考量
來講，還可以從語音標準、表達準確、表情儀
態方面提升自己的水平。

從2018年開始設立了《星光獎》。這次的
《星光獎》由評委主任張京頒發給鄭海老師。
鄭海是奧斯汀St. Stephen's Episcopal School
的中文部主任和國際辦公室副主任，從事中文
教學20年。她曾經八次開車到休斯頓參加這項
比賽的評委工作，並且幫助輔導一些學生參加

這項比賽和漢語橋比賽。這次表彰她對於中文
教學和學生的無限熱愛，以及她的敬業和奉獻
精神。

這項比賽得到了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
處的大力支持。 ILTexas學區、 休斯頓獨立學
區、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華
夏中文學校、美中文化教育基金、龍學天下教
育學院協辦。 Yo Jing游泳學校在得知許多學生
要參加中文演講比賽時也給予了支持和讚助。

十幾年來，許多參賽者、評委、老師、家
長、義工為這項比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是大
家的手托起了這個平台。

88--1111歲組一歲組一、、二二、、三等獎三等獎、、優秀獎獲獎優秀獎獲獎
者與主持人鄧潤京者與主持人鄧潤京，，主辦人董思奇主辦人董思奇，，評評
委們合影於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委們合影於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
比賽頒獎典禮上比賽頒獎典禮上。。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IL 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IL 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 校長校長
Mark J. HemphillMark J. Hemphill致歡迎詞致歡迎詞。。 （（記者黃麗記者黃麗
珊攝珊攝））

55--77歲組一歲組一、、二二、、三等獎三等獎、、優秀獎獲獎者優秀獎獲獎者
與主持人鄧潤京與主持人鄧潤京（（二左三二左三），），評委們評委們，，主主
辦人董思奇辦人董思奇（（二右一二右一））於於1111月月1010日合影於日合影於
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禮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禮
上上。。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1212--1818歲組一歲組一、、二二、、三等獎三等獎、、優秀獎獲優秀獎獲
獎者與主持人鄧潤京合影於第十八屆大獎者與主持人鄧潤京合影於第十八屆大
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禮上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禮上。。 （（記記
者黃麗珊攝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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