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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
我們的新動態

2020年12月28日 星期一
Monday, December 28, 2020

在美國做房產投資，怎樣選擇房產，使收
益更大化呢？請您關注以下幾點。

1、選擇配套齊全的社區

您 可 能 會
喜歡寧靜私密
的郊區小鎮，但
是以投資為目
的選房首先要
考慮的是未來
租客的需求。便
捷的公共交通，
充足的購物、餐
飲娛樂等配套
設施都是租客
們關注的要點，
也是未來房產
升值潛力的所

在。

2、選擇優秀的學區
近年來，從中國到美國留學的人越來越

多，很多留學生會在學校附近租房子，而
且，選擇租房的人士中，還有很多年輕的
夫婦，他們通常都會關注將來或目前孩
子所就讀的學校。許多租客願意為了更
好的學區支付高出20%-30%的月租金。
因此，投資好的學區房是個不錯的選擇。

3、關注當地就業狀況
當地就業市場的好與壞也直接影響到投

資房租金。就業機會充足的地區對於租房的
需求和租金遠遠高於那些難找工作的地區。

4、選擇房間多的房產
一套四房別墅，室內面積為1800英尺和

六個稍小房間的同等面積的房產，哪一套更
適合作為投資房?答案不言而喻，是六房別墅
。在同等面積的情況下，選擇房間更多的房產
作為投資，可以在以後獲得更多的租金。

5、選擇維護費用低的花園
很少有租客會花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在租

住房的花園上。所以，如果投資房有較大面積
的花園，你一定要選擇產生較低維護費用的
綠化設計。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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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投資如何選擇美國房產投資如何選擇
高收益的房產高收益的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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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y

在海外置業容易有哪些錯誤的認知在海外置業容易有哪些錯誤的認知？？

能夠到海外置業的人，多半是有產業的富人，十餘年來
在國內的投資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
驗，房價上漲使早期買房的人都成了受益者，於是有些人以
為自己是出色的投資人，海外置業亦不過如此，總是用國內
的思維去考慮問題，素不知國外的房地產市場跟國內有天壤
之別，如果照搬照抄國內經驗，註定要吃虧交學費。

中國大陸富人移民海外首選美國，而美西的洛杉磯、三
藩市和西雅圖等西海岸城市則成為最吸引中國富人的置業
首選地，而置業的區域尤以學區房比例最高。那麼，在海外尤
其是是在美國置業容易犯什麼錯誤呢？

不合理的期待房價快速增長
早期在國內買過房的中國人，都有過房價翻幾倍的體驗

，總以為國外也會如此，他們不懂老美對房子的熱愛，遠不如
國人，許多老美寧願一輩子租房，也不願意買房，以省掉房產
稅和房屋保養費用；許多中產階級一輩子隻有一套住房，既
便有兩套，那麼第二套多半也是用來自住，是度假房而不是
出租房，他們有錢更願意消費，更願意用來享受生活，不像中
國人，節衣縮食也要做房東，有點餘錢就要投資房產。許多買
有投資房的老美，退休的時候都會把投資房賣掉，作為他們
周遊世界的儲備金，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老美
完全沒有炒房的熱情。

此外，從行業的角度看，當統計資料顯示房屋庫存增加
或減少到一定數量的時候，新房開工率就會隨之增加或降低
，使整個市場的房價始終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加之美
國的土地資源豐富，土地掌握在私人手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某個人想控制土地價格簡直就是做夢，換句話說，任何人想
建房的話都非常容易，買土地和當開發商都不是特權，因此，
美國完全沒有國內房價畸高的背景，想在美國炒房尋求暴利
，比中國困難多了。

地理位置越市中心越好
在美國，只有幾種人喜歡去住市中心，一是窮人，尤其是

沒有汽車的窮人，因為只有市中心才有公共交通，美國黑人
的窮人比例高，所以美國城市市中心黑人多是普遍現象；二
是老人和行動不便者，市中心距離商業、醫院都近，買食物看
病都方便；三是年輕的上班族，積蓄不多，又沒小孩上學，住
在公寓裡，每天的生活都圍著工作轉，想多幹幾份工作多掙
錢就不能把時間浪費在路上，說白了也是窮人。另外，美國的
老房子、舊房子、價值逐年貶值的房子，其實都在老市區。

除了喜歡市中心，中國人還喜歡離學校近，離商場超市
近，離醫院近。卻不知這樣的地方校車、貨車、救護車頻繁往
來，交通擁擠，喧鬧嘈雜，這些地方很難找到一個高檔社區，
且大多以出租房為主，如果你買房的目的是自住，那麼整天
跟租客為鄰並非好事。

價格越低越划算
每個物業在掛牌定價之前，房產經紀人都跟房東進行

過充分溝通，作過詳細的市場調查，有些甚至請專業人士作
過評估，然後才會掛牌出來。任何一個房子或土地，貴有貴
的原因，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如果一味貪便宜而忽視其他方
面，就會得不償失。

法拍屋的價格也比正常交易的掛牌價要低，但並非人
人都適合買法拍屋，也並非買法拍屋就一定合算。那是因為
法拍屋幾乎都不是 Move in Ready（買下就可以入住），法
拍屋都有這樣那樣的品質問題，長期未保養甚至人為破壞
是法拍屋的通病，更為重要的是法拍屋的賣方是不對房屋

品質作出任何維修或保障承諾的，甚至產權也不是 Warran-
ty Deed（有保障的產權），所有的風險需要由買方自行承擔。
如果你沒有維修房屋經驗，完全不知道未來的修理費用會是
多少，也不希望將來發生產權糾紛，那麼，便宜的法拍屋多半
不適合你。

還有一種類型的非正常買賣，叫 Short Sale，這種掛牌
物業也是以低價格吸引買家，這種銷售是銀行等債權人贖回
房屋之前跟房主之間進行的一種妥協，也就是讓房子以低於
貸款餘額的價格得以出售。但這種買賣即使房東簽署了合同
也不算數，必須經過債權人的同意，有些房子的債權人不止
一個，那就得所有的債權人同意。所以，這種買賣要生效就得
等上很長的時間，一般是賣方簽署合同三個月後才會有答覆
，有些長達半年甚至更久，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很大的不確定
性，可能你在期盼好幾個月之後，銀行不同意以這個價格出
售，或者在你等待期間，另外更好的 Offer 進來了，又把你排
斥在外，你就白等了，浪費了時間，也浪費了選擇別的物業的
機會。所以，在我看來，Short Sale 的物業價格雖低，多半卻
只是個誘餌，好看不好吃。一些人去貪這個便宜，結果也是得
不償失。

不找經紀人可以省下一筆費用
省錢本是美德，省錢並不可恥，但總用這樣的思維方式

去行事去省錢，在美國就會弄巧成拙。在美國，買方的仲介費
不是由買方來掏的，而是由賣方來出這個錢，這個錢早在賣
方跟他的經紀人簽經紀合同時就把這筆仲介費約定好了（比
如按實際售價的6%），賣方的經紀人有了這份合同，就把賣
方的房子拿出去公開掛牌（網上或行業內報紙雜誌），同時
在掛牌資訊中給同行們一個承諾：誰幫我把這個房子賣掉，
我就讓誰分享我的這份仲介費（比如3%）。

如果買方找了經紀人，那麼經紀人通常不會向買方收
取費用，而是通過賣掉房子來與賣方的經紀人分享傭金，如
果買方不找仲介的話，一旦成交，那6%就全部都由賣方經
紀人獨自享有了。而買方，一毛錢的仲介費也省不了。

你可能會說，我可以向賣方承諾不請仲介，同時要求賣
方和賣方的經紀人重新簽合同，讓他們把那3%省下來，這
樣我的購房成本就低了3%。說起來是很簡單的事，但一般
美國的經紀人不會為了蠅頭小利去自我破壞行業規則。

舊房子推倒重建會升值很多

有些人喜歡城市裡的某塊地，就想推
倒上面的老房子重建，以為重建之後的新
房子能升值，這個想法又是不瞭解美國的
價值認同觀所致。比如說，你在一個老房
子所在的社區花10萬美元買下一幢舊房
子然後拆掉，再花50萬在原有地面上重建了一幢新房子，你
能指望目前的房價是50萬加上原來的地價麼？答案是否定
的。這是因為在美國，一幢房子的價值不僅取決於它自己的
建築成本，還要看它所在的社區，如果這幢房子跟周圍房子
在建造年代、房屋外型風格和內部等方面差異巨大，那麼它
的價格很大程度上要受周圍房子的價格影響，這幢建築成本
50萬的房子，如果周圍的房子只值10萬，那這幢房子的價值
就會受到嚴重的拖累。正是因為如此，美國許多城市的市中
心，常有一些價格奇低的空地出售，你以為買這些地來建房
是撿了便宜，等到若干年之後賣房才知道又是交了學費。

美國房產投資注意事項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無疑是當之無愧的掘金寶

地之一，其房產具有收益穩健、省時省力等特點，成為高淨值
人士買房置業的必選項。但是涉及到投資都是存在一定的風
險的，所以我們還是要多加謹慎，多瞭解投資美國房產需要
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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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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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三藩市、洛杉磯等都是房價比較高的區域，由於這些地
區房價常常攀升，而對應的租金上漲水準跟不上房價上漲的
幅度，因而其租金回報率相對比較低。

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地方房屋升值的空間比其他租金回
報率高的地方要大，因為想要購買此類房屋的人數較多，而
買入的數量越多其房價就越高，這就是供需平衡。所以在投
資時，並不是購買低價格高回報的房屋就是最好，而是要從
兩方面同時考慮。

該如何對美國房產出價
美國房產的資訊是很透明，您看好一處房產後，經紀人

會幫助您做房屋的價格評估，估算這個房子在最近的市場交
易中的現在價值。如果賣主的要價高了，經紀人就要幫助買
家殺價。如果要價低於市價，經紀人就要幫買主趕快搶下。有
的時候有多位買主都看上同一個住宅，為了得到住宅，可能
要出比要價高幾倍的價格才能行。(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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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在海外置業容易有哪些錯誤的認知在海外置業容易有哪些錯誤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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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購房對赴美簽證或申請移民沒有
直接關係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但買房與移民或簽證之間是
沒有任何關係。在美國買房、移民或美國簽證都是由不同的
部門及人員來處理。移民局管不著申請人在美國有沒有房
產，當然，更不會因為有沒有房產而區別對待。所以，千萬別
把移民或簽證與買房混為一談。

美國房產出租問題
很多買家擔心房屋無法出租的問題。其實是多慮了，沒

有房子是租不出去的。事實上，房子能否出租取決於業主的
租金是否符合租賃市場的價格。關鍵在於定價是否符合市
場。

外國人貸款與美國人貸款之間是存有差異的：
美國人貸款條件：信用、收入、工作是否穩定。

外國人貸款條件：需有較多自備款，通常要求40%-50%
左右。一般大約能貸到5-6成。

由於每一個銀行的貸款利率不同，
對申請人的條件要求也不同。比如，一些
銀行只貸給外國人3~7年，但也有銀行
能夠貸到30年。而有的銀行利率較高，
但手續簡單要求低;有的銀行利率低，但是要求條件多，並不
是每個人都能符合。建議申請貸款之前諮詢多家銀行，多比
較。選擇適合自己，對自己最有利的一家。

美國買房稅費問題
在美國，無論你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購房時所要繳納

的稅費都是相同的。只有在賣房時稍有不同。當地居民在賣
房時，在一定限額內是免增值稅的。這個對當地人自住屋的
優惠是單身有25萬免稅。夫婦共同擁有則有50萬的免稅。舉
例說，如果是夫妻兩人用五十萬買進房屋，再用一百萬賣出
房子，他們就符合不用對五十萬的增值部分繳稅。那對於海
外投資者，需要繳納一個資本利得稅也就是增值稅。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一、美國買房和貸款常見問題
1、沒有綠卡可以買房嗎？

美國大部分房產項目都向非美國居民
開放，所以有沒有綠卡不影響。

2、沒有綠卡可以貸款嗎？
沒有綠卡也是能夠貸款的，並且由於貸

款增加了杠杆，用好了還能提高收益。

3、申請貸款需要什麼條件？
貸款，銀行主要看你的還款能力。對於

美國當地居民來講，銀行會根據其過去兩年
的工資證明和稅表來判斷是否發放貸款。

4、移民前或移民後買房有區別嗎？
首先，我們要確定的一點是買房是一個

投資行為，對於投資來講，要根據其他因素，
即你的投資目的、投資時間點和個人需要去
判斷，而不是看移民前後來決定。

5、綠卡居民與非綠卡居民交稅是否
有區別？

沒有區別，稅率是相同的。只不過在報
稅的抵扣上會略有不同，基本沒太大的區別
。

6、什麼時候買房合適，移民前還是移
民後？

之前已經提到，移民前或移民後買房是
沒有區別的。但如果要貸款，就建議在報稅
之前、甚至在登陸之前就買房會比較好。

對於新移民來說，我們需要將人民幣兌
換成美元，這個過程會導致收入會有一個大
比例的降低。如兌換後顯示收入過少，銀行

就可能不願意貸款給我們。而在報稅或登錄
之前，我們可以用中國的收入證明，有許多
銀行是可以貸款的。

7、哪些銀行可以用中國收入證明來
貸款？

滙豐銀行，工行，華美銀行，國泰銀行都
是可以的。

8、已經報過稅了，但收入不高，還能
貸款嗎？

對於已經報過稅但收入不高的朋友，也
不用擔心，還是能夠貸款的。有一些銀行不
查收入，比如我們常見的sterling，不過它的
利率會高一點，同樣的條件下，可能高出1%
到2%。

9、目前銀行貸款利息是多少？
目前美國整體利率比較低，利率大多數

在百分之三點幾。但具體貸款的利息取決於
貸款的金額和貸款年限。比如貸款5年，其利
率就會低一些，7年稍微高一點，15年就更高
了。

10、用公司還是個人名義買房？
用公司或個人名義買房，主要是看對責

任的限定。如用公司來買房，可能需要報公
司的稅表，同時公司需要給股東開K1的稅表
。如果是個人，報稅就會簡單一些。

11、一般新移民最多可以貸多少？
有綠卡，可以貸款70%的金額。如沒有

移民，沒有綠卡，那麼每個銀行能貸到的數
目不同，但大多數都在50%到60%。

美國買房到賣房，涉及到的美國稅費較

多，想要達到省稅增加 的目的，就要仔細瞭
解這些法律法規。提前諮詢，仔細規劃，是投
資美國房產的必修課。

買房的時候有很多費用是一次性的費
用。這些費用主要有交易稅、交接費、產權費
、產權保險等。

二、美國房地產有哪些稅費
房屋持有期間產生的費用
房產稅，大概是買價的1%到3%不等。
保險費，主要是火災保險，一年大概在

1000~3000美元（若社區在洪水區，還有洪水
險）。

物業費（如果社區有物業管理），費用從
100到2000不等，看社區環境。

持有期間，有哪些費用可以抵稅？
這裡從兩個角度來講：自住房和出租房

。

1、自住房
在發生的費用裡面，房地產稅和貸款利

息可以用作抵稅。貸款利息限兩套房。

2、出租房
所有與該房產的一些必要的和合理的

費用都可以抵稅，如之前提到的地產稅、保
險費、管理費、貸款利息等，這些都可以抵租
金收入。

另一個最大的抵稅費用就是折舊費，折
舊費按照年限換算。住宅折舊27.5年，商業
地產是39年。假如一套房子是275萬美元，
那麼每年的折舊費就是10萬美元。

這裡需要注意的還有預扣稅，預扣稅是
針對出租收入而言，由於中美之間有條約，

稅率是10%。當我們在第二年報稅時，如果第
一年沒有淨利潤，那麼可以申請將第一年的
預扣稅退回來。

賣房的費用
在美國還有一個重要的免稅額概念。
如果在賣房的5年內，業主擁有房屋產

權2年，並且將房屋作為主要的住宅2年，那
麼每個業主可以享有25萬美元增值的免稅
額。超過部分的增值，會被徵稅。

外國人出售美國房產時，如果有增值，
要交增值稅。持有時間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為
長期，稅率則為三檔，0、15%，20%。如果時間
少於12個月，為短期，適有于美國的正常稅
率，聯邦是10%到39.6%。

正常美國人都是在第二年的4月 15號
之前報上一年的稅。外國人賣了房子如果不
報稅，美國政府是很難追回所欠的稅款。所
以在1980年，國稅局專門出臺了針對外國人
投資美國房地產的法案，這也就是著名的
FIRPTA。法案規定，外國人出售美國的房地
產時，買方有義務在120天之內預交賣價的
15%給稅局，這也就是預扣稅。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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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女婴坠楼事件引发网友广泛关注。11

月30日河北省石家庄一小区一名不满4个月大的女

婴从5楼坠落。孩子多处受伤，需住院治疗，然而

孩子父亲却放弃治疗，称“医院细菌多”“回家养

养就好了”。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关于女婴家庭

的更多令人震惊错愕的细节浮出水面。

虐童行为频发，很多具有隐蔽性

据相关媒体最新报道，女婴的居住环境脏乱不

堪，父母没有给她上户口也没有安排打过疫苗。其

母亲魏某曾多次发生“抛孩”行为，该女婴已是第

二次坠楼，此前曾有一子被魏某淹死在自家小区旁

的河中。女婴的父亲郑某在女婴坠落治疗期间，多

次将女婴带离医院。

目前魏某已经送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

;公安机关将对其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女婴也

已被送往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相关社会救助程序已经

启动。

“长期以来，孩子被认

为是父母的私产，管教

甚至打骂孩子是家庭内

部的‘私事’。”中国

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

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

宁宁认为，未成年人缺

乏自我保护意识，当侵

害来源于监护人或者与

其密切接触的成年人时

，未成年人往往不会主

动对外求助，导致虐待

行为长期发展对其身心

健康造成重大伤害。

记者梳理过往案例发现，隐藏在家庭生活中的

虐待行为层出不穷。4月18日，广东省潮州市潮安

区彩塘镇一女童被关在笼中，被绳状物拴住，或被

人用脚踩在脸部。在今年10月下旬的时候，辽宁

省抚顺市一6岁女孩童童的遭遇，牵动了无数网友

的心。童童被亲生母亲及其男友虐待，腿被扎进3

根缝衣针，头被开水烫，全身多处骨折，颅脑损伤

淤血，唇尖被防风打火机烧裂，大小便失禁。

“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提出以‘虐待儿童’为

罪名的法律法规。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关规定，

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任何对儿童导致伤害、潜在的伤

害或恐吓的伤害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虐童’。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主任方燕认为，虐待行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身体

虐待、性虐待、忽视、心理感情虐待。

“最不容易发现的精神虐待，例如长期性语言

暴力，辱骂孩子造成孩子精

神压力，导致焦虑、抑郁、

自闭情绪产生，甚至造成抑

郁症。”北京中鼎社会工作

事务所主任苏锋说，很多家

长所谓的管教孩子其实已经

造成实际的虐待行为。

“孩子有就医需求而拒绝医

治，不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

障等都可以视作虐待行为。

”苑宁宁提出疏忽也是一种

不履行监护义务的行为，即

监护人没有提供必要的食物

、衣服、住所、医疗或者照

顾，以致威胁到儿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撤销监护权不难，孩子后续安置不容易

孩子与父母的监护关系以自治理念为核心，

但是从法理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仅是私法关

系，也是公法关系。“如果父母有能力带孩子送

医救治而拒绝履行义务，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

情况，孩子重伤或死亡，则父母需要承担法律责

任。”方燕表示监护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有可

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不作为故意

杀人罪或遗弃罪。苑宁宁认为，如果家庭由于经

济困难无法就医也需要向当地民政、妇联等部门

申请救助，保障孩子的医疗以及后续康复等，决

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救助义务。10月 17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第二次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监

护人职责。

坠楼女婴的事件令人再次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父母并不总是爱心、奉献、责任的化身，总有少部

分的父母并不具备监护子女的能力和意愿。我国早

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就提出了“撤销监护

权”概念，但直到2015年，徐州一父亲性侵女儿

多年被剥夺监护权，正式唤醒沉睡的“撤销监护权

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民政部2014年12月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正

式规定了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

害、有吸毒等恶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等7种情形可

以撤销监护人资格。

“目前具有申请撤销资格的主体进一步扩大，

包括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

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民政部门等，无形中增加

了许多‘眼睛’。”方燕认为。但是，撤销监护人

资格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还需谨慎

为之。苑宁宁指出:“撤销父母监护权，不仅会割

裂孩子与父母亲密关系，对于未成年人，尤其是婴

童而言，其未来成长和生活保障都会成为新的问题

。因此还需要相关部门对父母的监护能力进行准确

评估，可以提出书面劝诫书、批评教育，引入社工

组织改善监护环境，提高监护人的监护意识。”

完善配套措施，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长效机制

任何制度的出台都贸然而为，没有完善的配套

监护制度的支持就贸然剥夺监护权，只会把孩子推

向更糟糕的境地。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长效机制还需要从预防性

保护、指向性教育以及应急处置方面着手，重点是

做好前期的预防性教育工作，促进社区地方、城乡

加大社工引进工作，通过开设家长学堂、驻校社工

等方式向家长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

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工作。”苏锋提出前期预

防性教育工作要重点做好家庭社会工作，改变传统

家庭“教育孩子是我自己的事”的观点。

为了更加及时、发现未成年人受害现象，减少

虐童行为产生，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至关重要。我

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

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

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方燕认为，强制报告制度弥补了虐童案件曾经作

为自诉案件的空白，尤其是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

委会、村委会成员，可以将疫情期间排查走访的工

作方式借鉴到儿童保护中来，通过定期家访、网格

化管理、信息登记等措施有效落实报告机制。

“每个社区所设的儿童主任也有责任定期随访

监护情况较差的儿童，对于受到家庭暴力或不法侵

害的，监护人不履行职责的要积极向公安机关报告

。”苏峰谈到社工组织也是发现未成年人受害行为

的重要力量。

当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后相关部门如何跟进加

强后续的救助和保障工作是更加重要的，以此形成

长效保护闭环。苑宁宁认为，心理学、教育学等方

面的专家和社会工作人员需要同步跟进案件，民政

、教育、妇联、共青团等相关部门提供必要的经济

支持。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可以为受害儿童

提供法律援助。”苏锋认为儿童主任以及社区的社

工组织对于儿童的后续康复和保障工作责任重大，

需要继续进行风险评估，跟踪回访，保障孩子生活

、学习等各项指标都稳步前进。

女婴坠楼事件反思
撤销监护权不难

孩子后续安置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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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五大就業難的專業，華人慎入!

（來源:爾灣華人網）俗話說得好，
“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專業的選
擇，直接決定了個人的思維方式，也間
接指定了人生的奮鬥方向。進入美國
之時，大家首先面臨的便是專業的選
擇，除非從內心深處喜歡某個專業，否
則大家應該註意一下這些高投入低回
報的火坑：

（註：行行出狀元，所以只要妳夠
牛，就不怕入火坑!）

火坑專業 No.5 法律
盡管美國的法律行業始終占據食

物鏈的高端，律師的年薪長期居高不
下，但作為地道的中國公民，真正地進
入律師行業絕非易事。畢竟，要想真正

融入美國法律
行業，投入血本
必不可少，博士
文 憑（JD）幾 近
剛需。

當 成 功 拿
到法學院的通
知書時，臉上肯
定透露出幸福
而驕傲的笑容；
當金錢和汗水
如潮流般湧入
火坑時，心中默
念的必定是未
來的光明前途；
當求職時因身
份（無綠卡）和
口音被拒時，卻
找不到招聘方
種族歧視的把
柄，不得不感嘆
美國法律的偉
大...

怒而回國，才發現世界上最遠的
並不是亞美大陸間的距離，而是大陸
法系和歐美法系之間的鴻溝......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4 理論物理

妳有一定概率會認為，只有了解
相對論才能真正了解世界；妳有一定
概率會認為，不精通統計物理的工程
師都不是好工程師；妳有一定概率會
認為，只有物理程式才能詮釋整個世
界

是的，公眾並不懷疑物理學家的智
商，可這並不意味著場論的學習能夠
定量地提高小宇宙的能量。教職數量
畢竟有限，當理想狀態與現實世界發
生沖突時，也許才會開始感嘆世態的
炎涼和理性的缺失。

幸運的是，處於火坑中的粒子們
有一定概率發生能級躍遷，跳出火坑，
開始新的周期......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3 文學
曾幾何時，幻想著周遊世界

憧景、遐想，握緊鋼筆
曾幾何時，開始追尋美國一夢
托福，雅思，輾轉反側
還記錄著雙腳踏上美國的那一刻
在同門的買菜車上留下的贊詩

夢中醒來，綠卡，工作，鈔票，原來
這才是新美國的三座大山...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2 理論數學

世間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一系列
點線面的組合；任何專業，只有在充分
地引進數學知識才能走向成熟；世界
上最美的佳人，身材也需滿足黃金分
割率......

是的，數學無所不能，但博士後的
期限卻總是比直線還要長；幸運的是，
自己與穩定教職之間的距離，好像每
天都會縮短到原來的十分之一......

當然，我相信，每個研究理論數學
的人，都被數學的偉大所征服，至於錢
，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數字而已!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火坑專業 No.1 生物學
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千人百

人計劃，都是生物的天下；神馬科學自
然，全是生物學家的灌水勝地......

然而，這些都改變不了一個事實：
大多數博士畢業以後都變成了千
老－－千年老博士後......

更悲劇的是，生物種群能夠隨著環
境的變化而進化，生物個體卻很難通
過基因突變來改變命運 ^^!

難度指數 ***
平均投入 ****
平均回報 *

美國工作面試第一印象
（來源:爾灣華人網）那天有人來公司面試，

我帶他去會議室，告訴他請坐。他四處張望，不
知道該坐哪裏，我這才註意到會議桌周圍沒有
椅子。我笑著解釋說：“真對不起，昨天公司開
party，椅子堆在角落裏，還沒搬回原位”。我一邊
說著，一邊走去堆椅子的地方搬了一把椅子來
放在會議桌邊。那個人見有了椅子，一聲不吭就
坐下，我只好再次去搬椅子。想到 CEO 會來參
加面試，也許還有別的人會來，我打算多搬幾把
椅子過來。會議室的椅子是金屬腿和金屬扶手，
挺沈，而且是重疊堆放，椅子腿卡在一起，把它
們分開要費很大的勁，我來回搬了好幾趟。整個
過程中那個人面無表情地坐在我搬來的第一把
椅子上等待面試。

來面試的是個年紀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我
去搬第一把椅子的時候以為他會跟在我後面去
幫忙，至少為他自己搬一把椅子，但是他絲毫沒
有想幫忙的表示。一般說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

男人會主動去搬椅子。如果是格蘭，他肯定沖過
去幫忙，把每一把椅子都搬過來，並且會堅持不
讓女士出力。我習慣了周圍的男士或多或少都
有點紳士精神，所以我對這個男人的表現感到
詫異。雖然搬椅子不是他的義務，但不搬椅子顯
露了他的素質。工作面試第一印象很重要，這個
人在面試還沒開始就給我留下壞印象。也許他
在別的方面很出色，但是誰願意跟懶人一起工
作？

工作面試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尤其是美國
人非常看重人格魅力和待人處事的能力。面試
最重要的是一見面要熱情大方友好，頭一分鐘
就要給人留下好印象。面試時候不要像上面那
個木頭人冷漠讓人沒好感，還有以下這樣一些
錯誤一定要避免。

第一，面試不要遲到。如果妳進門第一句話
是“對不起我來晚了”，那麼妳的面試已經失敗
了。無論是堵車，交通事故，火車晚點，渡輪停擺

，任 何 借
口都無法
打消雇主
心裏的疑
問，妳 連
面試都遲
到，以 後

上班妳會準時嗎？
第二，面試千萬不要看手機。把手機關掉，

而不是只改成震動。因為有些人手機一有動靜，
就會有抑制不住的沖動去看手機，至少會分散
精力。最壞的表現，告訴面試官說：“對不起，我
接個電話”。妳也太不把面試官看在眼裏了，有
什麼事比拿到這份新工作更重要？

第三，不了解面試公司的情況。最糟糕的問
題是問人家的公司是做什麼的？發出簡歷前，或
者至少在面試前，要調查研究公司的信息。在互
聯網如此發達的社會，上網查個公司信息易如
反掌，妳如果不知道，還要人家告訴妳，那是不
可原諒的錯誤。

第四，說前任老板和前工作單位的壞話。面
試的一個必答題是，妳為什麼要離開前公司？妳
千萬不能說是前老板很壞，前同事多麼不好。這
樣的話使妳顯得沒風度很難處。美國公司喜歡
找team player，妳在前公司處不好跟老板和同事

的關系，雇妳來能處好嗎？妳現在說前老板的壞
話，誰能肯定妳將來不說新老板的壞話？

第五，一門心思地想休假。第一輪面試，妳
對別的事不感興趣，一味地打聽人家公司有多
少天休假，工作開始後多長時間可以開始休假？
唉，妳是來找工作的還是來找休閑的？這種問題
留到第二輪面試再問。如果妳沒有第二輪面試，
那麼第一輪問了也白問。

第六，著裝過於休閑。在美國，穿正裝表示
妳的對這個場合的重視。面試著裝寧可過於正
規，不可過度休閑。再說一般人穿正裝都比休閑
裝成熟穩重有風度，妳就不想讓自己看起來順
眼一些？

第七，什麼問題都沒有。面試的最後，面試官
肯定會問，妳對我們公司有什麼問題嗎？妳回答
說沒有。真的嗎? 妳對妳想去的公司和妳想要
的工作提不出一個問題？還是沒興趣問？面試官
其實是想通過妳提的問題了解妳的想法和妳的
思考能力，可是妳茫茫然提不出一個問題。

第八，忘記感謝面試官。面試結束要當面致謝
，或者寫 email 感謝面試官花時間見妳，這是禮
貌，同時也是提醒人家不要忘記妳。這點小小的
禮節並不多余，每個人都喜歡有禮貌的人。

I/房地產專日/雜版/教育留學/201222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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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日上午六時半，位於田那西州納
士威爾音樂城中區發生一起爆炸事件， 停
在市中心的一輛旅遊車，在車主向警方通
報後他預告將會炸掉這輛車， 當警察到達
後的半小時， 果然如暴徒所說，發生了巨
大爆炸聲 ，在六條街外都感受到巨大震撼
， 所幸警察事先通知了隣近公寓之居民緊
急疏散， 只有三人受傷。

由聯邦調查局組成的調查團已經在參
加調查 ，他們已經證實可能是個恐襲事件
， 並且已經在全
國發佈通緝令，
最令人不可思議
的是，兇嫌是事
先向警方告知並
從清晨播放音樂
。

正當我們正
在面對疫情災難
， 三十三萬國人
失去生命， 在我
們的聖誕晚餐上
多少家庭的晚餐
桌的親人缺席了
，家人的心中有
無比之悲痛 ，今

早在這個音樂名城的爆炸真是雪上加霜。
川普總統夫婦在前往佛州之前 曾經和

副總統潘斯會面，希望副總統能夠在元月
六曰參議院大會中阻止宣布總統選舉人票
之結果， 至到今天 ，他仍然相信自己是
勝利者。

候任總統拜登伉儷今天也發表聖誕賀
詞， 他保證將竭盡全力來挽救疫情， 希
望明天一定會更好。

The explosion came after several warnings
from inside a parked RV, then the blast shat-
tered the Christmas morning silence in the
heart of Nashville, Tennessee.

Just before dawn, police received a call of
gunfire in downtown Nashville and the caller
said that a bomb would be detonated in the
next fifteen minutes. When the RV exploded it
blew out windows in shops and offices for sev-
eral blocks, leaving three people hospitalized.

The police released a photo of the RV on Fri-
day afternoon and said the vehicle arrived at
the location at 1:22 AM and parked in front of
the AT&T building. It is unclear if anyone was
inside the RV when it exploded.

Nashville Mayor John Cooper said that at
least 41 businesses were damaged by the ex-
plosion. One building located directly across
from the explosion totally collapsed.

With the nation still facing the pandemic, this
tragedy will only add to the people’ s sad-
ness. Many families have lost their loved ones
to the pandemic this year and there were
many empty seats at Christmas dinner tables
in many cities.

Before President Trump left the White House,
he met in the Oval Office with Vice President
Pence. Trump wants Pence to stop the ratifi-
cation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and to
support his bid to overturn the election. Until
now, Trump has refused to admit his loss.

President-elect Biden and his wife Jill issued
a Christmas message to wish all the people
peace, joy, health and happiness in this sea-
son, but he knows that for so many of us in
the country this has been a very difficult year.

We all hope the year of 2020 will be over soon.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212//2626//20202020

Nashville Explosion OnNashville Explosion On
Christmas DayChristma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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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沿北京长安街一路西行，永定河畔的首钢老
厂区变了模样。

高炉矗立但不见烟尘滚滚，厂房依旧却不再
机器隆隆。群明湖波光粼粼，秀池边芦苇荡漾，
景观步道延伸交错，无人车行驶自如。北京的母
亲河永定河从厂区西侧穿流而过，西山山脉形成
天然“绿色屏障”，昔日的“钢铁之城”已变身
为空气清新的高端绿色生态园区：冬奥组委在这
里办公、科幻园区在这里落地、文创产业在这里
聚集……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灯光点亮百年工业遗
存，将首钢园笼罩在历史沉淀与现代光影之中。
1919年建立的首钢，已走过百余年风雨。这片京
西热土承载着共和国工业发展的记忆，书写了中
国工业发展的传奇。北京申奥成功后，首钢自觉
服从国家奥运战略和北京城市定位要求，实施钢
铁业搬迁调整，到 2010 年 12 月，这里全面停
产。10年后再看这片曾经钢花四溅的土地，新的
故事已悄然发生。

炼铁高炉变身多功能秀场

原本用来炼铁的三高炉外部被灯光照得通
红，蓝色光柱穿插其中。在三高炉内部，人们置
身于主体高炉、热风炉、重力除尘器和干法除尘
器等工业构筑物之间，伴随着炫酷的灯光和动感
的音乐，新车以环绕高炉内二层一周的方式闪亮
登场。

这是 2018年 11月 23日晚，在首钢园举办的
奔驰新车发布会。在现场，数百人见证了这次别
有创意的展示。通过媒体，更多人感受到工业文
明和现代科技的惊喜碰撞。发布会效果超乎预
料，三高炉随之“一炮走红”。

在首钢老厂区，三高炉是冶炼体系中最典型
的一条生产线，是首钢第一座炉容超过 2500 立
方米的现代化大型高炉，曾是一座对北京乃至中
国钢铁工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功勋高炉”。炼铁
高炉如何变身时尚秀场？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规划设计部高级工程师周婷告诉记者，这背后凝
聚着首钢人的巧思。

“改造中最难的是找到空间和功能的契合，
空间已经是已知条件，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功能，
像水一样流动在炉体里。”周婷说，此前没有高炉
主体民用化改造的先例，没有成熟的规范和标
准。原本团队想用三高炉做博物馆，发布会后，他
们意识到，高炉内有释放更多可利用空间和平整
场地的可能，适合做发布会和秀场，就朝着这个方
向改造。

三号高炉改造项目总设计师薄宏涛回忆，他
的设计是从读懂两万多张图纸、反复向首钢设计
院总工艺师讨教和在高炉上的一次次攀爬开始
的。的确，早期工业遗存的建造图纸不准确，团
队需要在现场不断纠偏。主要炉体结构和铁锈色
钢质外表面需要保留，但高炉内原本管路密集，
以前的炉渣、炉灰怎么处理，保留哪些、拆除哪
些还得全面梳理。

团队将老首钢的高炉设计师请到现场，与新
的改造设计师充分对话。周婷说，“这是因为只
有他们最清楚每一砖一瓦的用处，更清楚三高炉
的肌理脉络。当然，我们也想让他们见证三高炉
的再生。”

别看只是一个高炉的改造，每一个细节都不
简单。周婷介绍，因年深日久，高炉被锈蚀得厉
害，除了用高压水枪清洗除锈，首钢团队还研发
出一种保护漆，含90%的透明度，能够像琥珀一
样，将原有遗存包裹起来，不让它继续被蚀。
这样能将锈迹斑斑的原貌封存起来，使特殊的

“旧”效果保持常“新”。
得知三高炉变成时尚首发地，曾于上世纪80

年代末、90年代初在首钢工作过一年的资深媒体
人高严感慨万千。在他印象里，首钢是响当当的
好单位，食堂、澡堂、宿舍、幼儿园、医院、副
食店等一应俱全，有好多家庭一家几代都是首钢

人。那时的首钢工人因为收入高，常骄傲地说：
“首钢骑摩托车的多，穿皮夹克的多。”

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高严是轧钢工，
炉坑里有 1700℃，钢锭是 1100℃。冬天在炉坑
前工作，“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夏天，大
汗淋漓，暑热难耐。一年四季，到了饭点，混合
着机油味儿的饭菜香味扑面而来，那是独特的首
钢记忆。尽管首钢是工业时代的骄傲，但当时粉
尘污染、噪音污染等严重，“白衬衫穿一天，领
子都黑了。”高严回忆说。北京市要绿色发展，
钢铁产业必须转型。

高严还记得，首钢老厂区停产时，许多老工
人流下伤感的眼泪。近年来，钢铁主流程停产后
的首钢老厂区，成为了“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
务区”，正在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
冬奥组委会、世界侨商创新中心、国家体育产业
示范区等相继落户首钢北京园区。北京卫视跨年
冰雪盛典、电竞北京 2020、“景贤计划”全球发
布会、中国科幻大会等越来越多的品牌新品首发
活动和大型发布会，都选择在三高炉举办。在首
钢人眼中，炉子重新“燃”起来了！

天车“空姐”转行冬奥讲解员

“大家好！欢迎来到首钢园参观指导。以
前，我就在这里工作、开天车……”43岁的姜金
玉如今是首钢园区服务公司冬奥物业事业部讲解
员，每当讲到这个开场白，观众们脸上都会露出
惊讶的表情。什么是天车？钢和铁有什么区别？
以前的老首钢人现在怎么样了？……一系列疑惑
纷至沓来。

原来，姜金玉1995年进入首钢工作，在炼铁
厂开天车。天车，即桥式行车，是炼钢厂必不可少
的大型起重设备，横架于车间、仓库半空，可以应
用于钢渣、钢水、钢坯、铁水等流程的吊运工作。
作为天车驾驶者，姜金玉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距离
地面二三十米高的天车里高空作业。在首钢，不
少女工都从事这样的工作，她们还有着一个美丽
的外号——“空姐”。随着首钢转型发展，“首钢空
姐”姜金玉落地了，成为了冬奥组委的一名讲解
员。

转行冬奥讲解员，姜金玉很不适应。“以前
我的工作是操作设备，每天8点开完班前会就上
岗，我这个岗位是独立操作，一天也说不上几句
话。但讲解员必须与人交流，所以心理紧张是最
难克服的。”

最初，领导让姜金玉做冬奥组委讲解员，是
希望通过自己人的嘴说出首钢的故事。姜金玉也
知道，她是大家了解首钢的窗口，“在天车上我
是很自信的，操作相当熟练，一分一毫都不带差

的，从来都是安全生产。对于新的工作我没自
信，但是很喜欢。我决定坚持下来，把首钢的精
神和文化告诉更多人。”

为了胜任这份工作，她从零开始练习，针对
不同嘉宾写了多个版本的讲解词，甚至有时候边
炒菜边背讲解词。姜金玉常常把身边的故事穿插
在讲解中，透露出的首钢人“敢闯、敢坚持、敢
于苦干硬干”的朴素精神常常让观众潸然泪下。
自 2016 年至今，姜金玉已经对外讲解了 1600 多
场，接待过国内外各界的5万多名来访者。

“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
好，让大家对首钢人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们不
仅能够拿铁锹、抡大锤、开天车，还能够从事有
文化气息的工作。没有首钢就没有我，以后我要
坚定地陪着我的钢厂一直到老。”姜金玉说。

首钢工人大多对首钢有着强烈的归属感与自
豪感。与姜金玉一样，李红继也是首钢转型发展
的一分子。在他家的箱子里，至今珍藏着一套以
前他作为炉前工时的工作服。那是特制的阻燃
服，颜色为白色，袖口带扣子，由于加了石棉，
又沉又硬。脱下旧工服，换上一身新的西服套
装，李红继成了冬奥物业事业部安全主管。

许多人想不到，对李红继来说，转型的第一
个困难，居然是系领带。

炉前工，负责高炉的出铁工作。以前没有先
进的设备，需要炉前工拿着大锤和铁锹，把炼好
的铁水放出来，运到下一道工序——炼钢。炉前
工们与1500度的铁水距离就1米，尽管穿着耐高
温、耐火的阻燃服，还是10秒钟身上就会冒烟。

“我们炼铁工人，平时五大三粗的，只有自
己结婚的时候打过一次领带。但是，咱们去冬奥
组委办公区上班的时候，要求穿制服——不仅要
穿白衬衫还要打领带。”这可难倒了李红继，他
说，“同事从网上搜索有关打领带的视频，对照
着视频上的步骤，哥儿几个就一块学，然后要么
面对面，要么自己对着镜子，互相挑毛病，互相
指正。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大家就把打领带这
个‘难题’给解决了。”

如今，李红继负责冬奥组委办公区的消防安
防，有时也做参观接待，每次经过自己之前工作
的三高炉，李红继都暗自开心。“以前听说老厂
要改造，我特别怕这些建筑留不住了。现在看到
工业遗产都保留下来，还能变得这么漂亮，熟悉
的‘老朋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我们由衷高
兴！”

工业遗产上榜“网红”打卡地

要说北京有哪些“网红”打卡地，如今的首
钢园区绝对名列榜单之上。2019 年 10 月，首钢

厂东门广场正式对外开放，通过小程序预约前来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从首钢厂东门新址广场进入，一路往北，大
约走5分钟的路程，便来到了首钢空中步道。群
明湖北侧的空中步道长约670米，顶层平台距离
地面近 12 米。步道利用现状架空工业管廊及通
廊系统改造而成，主线宽度为 4—6 米。首钢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范值慎介绍，空中步
道全长约 3.2公里，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长的空
中步道，比纽约高线公园长3倍多，可以为游客
带来不同层次的观景、休憩、健身体验。

记者登上这段步道，碧波荡漾的群明湖、四
个标志性的大冷却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尽收眼
底，新首钢大桥的“合力之门”在阳光的照射下熠
熠生辉。大跳台旁边，原首钢园区内部的发电厂
正改建为香格里拉酒店，楼高6层，将服务于2022
年冬奥会。在道路的另一边，还能远眺俗称“四块
冰”的冬奥训练场馆以及坐落在石景山上的功碑
阁。

形似一只高跟鞋的滑雪大跳台以敦煌飞天为
设计意象，不仅满足比赛训练的功能需求，更将
作为景观雕塑，成为全球首例永久保留和使用的
大跳台场地，成为“活”的奥运遗产。负责大跳
台项目保障服务的杜美会骄傲地向记者介绍：

“2022年冬奥会，这里将产生4枚奥运金牌！”
再往里走，就到了标志性建筑三高炉。与三

高炉紧邻的秀池，原名秀湖，始建于 1940 年，
原用于储存炼铁生产的循环水。改造后，秀池地
上部分变为水上景观，地下部分为能存放855辆
车的地下车库和圆形下沉式展厅。天气晴好时，
雄伟的三高炉倒映在秀池中，为满园的硬核工业
风增添了一丝灵动和柔美。在这里留影一张，成
了游客的必选动作。

由原首钢炼铁厂一、三号炼铁高炉压差发电
站改建而成的星巴克门店，同样是必到打卡点。
这家分店被称为星巴克“全球最‘钢’的一家门
店”，与西侧冬奥组委办公地、东侧干法除尘设备、
北侧的工舍酒店、南侧的三高炉与秀池，交相辉
映，融为一体，形成了后工业时代的独特风景。许
多人来此不光为喝咖啡，也为一睹建筑设计的美
感。

“城市织补”是首钢园改造中被广泛运用的
理念，正如同织补衣服时增加布料一般，工人们
在曾经的工业建筑上增加功能性建筑，许多炼铁
筒仓、料仓，已“华丽转型”为现代创意办公空间。
冬奥组委办公地，就由曾经存放炼铁原料的西十
筒仓改造而来，筒仓上镂空雕刻出直径一至三米
的圆孔，成为富有灵动气息的“外骨骼”，也方便采
光。

如今，首钢园山-水-工业遗存特色景观体
系初步形成，创新式设计令人赞叹。2017 年 8
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看到首钢的工业遗存，
称赞首钢工业园区的保护性改造是很棒的一个想
法，这个理念在全世界都可以说是领先的，做出
了一个极佳的示范。在国际奥委会第131次全体
会议上，巴赫再次称赞“北京首钢园区工厂改建
是奇迹”，是一个“惊艳世人”的城市规划和更
新的范例。

始建于 1919 年的首钢，前身是北洋政府创
办的龙烟铁矿石景山炼厂，百余年来，首钢成为钢
铁产业发展的缩影，不少高光时刻已载入史册。
如今进入园区，科幻元素、潮流运动、无人科技、冬
奥足迹遍布，首钢园正逐渐完成蜕变，向世人显露
出多种炫酷的姿态。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付晓
明表示，首钢是一座“双奥之城”，夏奥休眠了这
座城，冬奥又将它唤醒。在奥运的赋能下，首钢
老厂区正在加快转型升级，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
复兴新地标。现在的首钢，不只有“炫酷”和“网
红”的标签，更是一个希望之城、未来之城，正在
加快向“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示范区、京西高
端产业创新高地、后工业文化体育创意基地”的
定位迈进。

转型发展带来涅槃新生 工业遗产助力城市复兴

百年首钢园：最“钢”最时尚
本报记者 叶 子

首钢夜景首钢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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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取舍时，千万不能做出“丢了

西瓜、捡了芝麻”的错误举动。以色列

看似危机四伏，但其凭借着政治选择让

本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并逐步强大起

来。

单从以色列当年归还西奈半岛这件

事，就能看到以色列面对选择不含糊，

有长远眼光。

以色列一直生存在中东阿拉伯国家

的包裹圈之中。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狭小

，一面临海，三面被埃及、约旦、叙利

亚所包围。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的比

例也在不断增长。

说得直接点，以色列就如一个“火

药桶”，不知道何时就可能会被引爆。

但以色列却走出了一条在夹缝中生存、

强大之路，其国内没有突出的民族矛盾

，经济发展也较为成功。

以色列在建国时，曾把西奈半岛作

为了备选地址，并试图拼命地加入了夺

岛大战中，而且战果不错，两次占领过

此岛，但霸占史并不长。

第一次占领发生在中东的第一次战

争中。但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怎能忍受一

个“初出茅庐的小伙”独吞“肥肉”。

当时以色列刚建国不久，根基还不稳。

迫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以色列吐出了

到嘴的“肥肉”。

以色列看上西奈半岛并不是偶然，

而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则若是在强

敌包围圈中建国，争地盘总归是个冒险

之举，也会留下很多隐患，不利于日后

的发展壮大。

二则西奈半岛看似荒凉贫瘠，但地

理位置优越、可开发的资源丰厚，向来

是中东国家眼中的“肥肉”，兵家必争

之地。所以说，在这里建国今后的发展

资源就有了。

基于这两点，历史上以色列又利用

战争的混乱局势，对西奈半岛进行了二

进攻。第二次占领发生在中东的第三次

战争中，但西奈半岛已名花有主，为埃

及的领土了。

埃及也不是个好欺负的主，跟以色

列硬碰硬地干起来，双方都损失惨重。

剧情在后来发生了大逆转，以色列居然

主动向埃及归还了西奈半岛。归还西奈

半岛让以色列这个“火药桶”暂时“熄

了火”，没有被引爆。但这背后，是以

色列想要撕掉“火药桶”的坚定决心。

以色列既然选择建国，就决心长期

发展下去。但以色列建国后多次与阿拉

伯邻国发生战争，而且以色列要面对的

都是虎视眈眈的劲敌。在这样险恶的环

境下生存，使得安全问题成为了以色列

的首要关注。

以色列需要面对的阿拉伯对手十分

彪悍，在人口、领土、军事力量都数倍

于其，当时不要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

即便是长期的小规模冲突也会让以色列

不堪重负。

1955年阿拉伯系国家的领头羊埃及

和苏联签署了军火供应协定。在苏联的

所谓“调和”下，埃及和以色列双方的

军事战略平衡开始向埃及方面倾斜。

以色列虽然在1956年的战争中取得

了军事胜利，但这让以色列内部的主要

战略家们更加担心，他们普遍认为以色

列要面临的威胁“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

加”。

埃及还有着卡住以色列“脖子”的

能耐。20世纪80年代以前，埃及试图封

锁红海的蒂朗海峡。红海的蒂朗海峡对

以色列事关重要，是以色列发展海洋战

略的关键节点。

封锁后，以色列立马感受到了埃及

对其的根本威胁，以色列只能不惜一切

代价，甚至是战争去结束对红海的蒂朗

海峡的封锁。

以色列和埃及的严重矛盾在西奈半

岛上，但埃及确实得罪不起，也不值得

为了个西奈半岛而和埃及彻底闹翻。以

色列为了在阿拉伯系国家内部站稳脚跟

，顺水推舟地将西奈半岛送给了埃及。

以色列看得深远，主动向埃及示好，会

为自己发展带来转机。

中东地区混乱是出名的，不仅是西

方国家来搅局，其区域内部国与国之间

也在不断“搞事情”。阿拉伯人士间，

曾有着一种普遍看法，“中东若是要战

争的话，那就离不开埃及的‘作梗’，

若是追求和平的话离不开巴勒斯坦的作

用”。

以色列政府认清这一局势，和埃及

和解可以起到分裂阿拉伯国家的作用。

以色列的位置决定了其只能接受在夹缝

中求生存的现实，这一现实它改变不了

，但局势发展以色列想要为自己争取更

好的发展环境。

在以色列送还西奈半岛，谋求与埃

及建交这事上，阿拉伯国家内部分成了

两派。一派主张以色列和埃及开战，在

舆论导向上支持以色列拿回属于自己的

领土，维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这一激

进派的参与国主要有利比亚、阿尔及利

亚等国。

以色列早就看穿了这些所谓的主战

派，其实各自都打着自己的小盘算，并

不是真正地为以色列伸张正义。先说说

利比亚，尽管嘴上讲打仗讲得很响，但

实际上也是安心搞国内建设的打算，事

实证明这样的规划很切合实际，这个国

家后来真的是发了财，国内民众也生活

得很好。

再说说阿尔及利亚，它也是一样的

想法，只会嘴上说要打仗，其实也在国内

大搞建设，后来确实很有长进。所以说，

这主战派擅长的是“口水战”，还有看热

闹的“吃瓜群众”心态。以色列岂能被他

们忽悠，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另一派看似温和，并不主张以色列

公开和埃及动枪动炮的。但实则也有自

己的小算盘，他们想拿以色列当枪使，

以便能浑水摸鱼解决了巴基斯坦问题。

以色列岂能沦为他国的棋子？

正如以色列所预计的那样，其把西

奈半岛送还给埃及，

双方达成和平协议这

一系列行为，直接激

怒了其他阿拉伯国家

。受苏联的影响，叙

利亚和伊拉克拒绝谈

判。巴解组织不仅拒

绝和平谈判，反而在

黎巴嫩建立了基地，

企图继续对以色列北

部边境进行袭击。

以色列把西奈半

岛还给埃及，两国重新划定了边界并签

订了和平条约，并朝着和好发展态势演

变。而这直接推动了中东局势更加混乱

，这是以色列在“以乱制乱”。

以色列本国不太平就是因为其处于

中东动荡的环境中，周围国家习惯了向

小国“叫嚣”。本来其他国家想要在以

色列与埃及的对抗中“坐收渔翁之利”

，以色列枪头一调转，反而让“看客们

”被反噬。

以色列和阿拉伯系国家领头羊埃及有

了默契后，其在阿拉伯系国家内部得以有

了保障，至少埃及不会矛头直指以色列。

以色列靠着和埃及和解，站稳了在中

东地区内部发展的脚跟，外部力量支持也

是其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一支力量。

中东地区资源丰富，是苏联和美国

两大巨头都想染指的区域。以色列意欲

向美国靠拢。1956年苏伊士战争结束后

，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三国都被法国

实施了严格的武器禁运措施，而苏联却

对其大为支持，为阿拉伯一方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武器供应。

以色列是亲美的，其曾希望通过强

调以色列的反苏立场，以赢得美国的特

别照顾。但以色列向美国提出购买武器

的请求时，美国却明确表示，美国不走

苏联的路子，美国更愿意扮演“仲裁人

”的角色。

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一直是若即若

离。从杜鲁门政府到肯尼迪执政，美国

对以色列的政策都是确保其在中东的存

在。这样支持以色列是为了树立起西方

“民主制度”的样板，保持以色列与阿

拉伯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大体均衡。

美国不跟以色列关系过分密切，也

是为了限制以色列领土扩张。美国对以

色列的这种政策，主要是由美国的中东

战略决定的。苏联和美国间的中间地带

中东，变数一直很大。中东区域内各个

的国家在亲美、亲苏的倒向问题，尚处

于胶着状态。

美国力图通过加强与中东国家的联

盟来扩大中东的遏制线，把苏联的影响

排除在外，所以不宜将美国和以色列的

关系搞得过于火热，以免惹怒阿拉伯世

界，使美国的遏制战略难以推行。

苏联曾利用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敌对

情绪，把阿拉伯政治煽了起来，并使之达

于沸腾程度。以色列的外部发展环境维持

良好状态，不得不与美国更加亲近。

在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给埃及这件

事，美国的态度是乐于当“和事佬”的

。以色列看清了这一形势，为了服从美

国的意志，自然是要交还西奈半岛的。

有了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才能发展

得更好。以色列当然知道其不过是美国

全部中东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是美国遏

制苏联在中东扩张的一张王牌，但以色

列同样也可以得到自己发展想要的环境

和资源。

美国想要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限

制其领土扩张，不激怒阿拉伯国家，以色

列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自然是听话的。

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的权益，为其

赢得了在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地位和美国

外部力量的支持，以色列接下来的重心

自然放在发展、壮大国家上来，而不是

一直打打杀杀。毕竟战争是毁灭性的，

不仅让对方国家受到重创，自身也深受

其害。

以色列是深有体会的，它的邻国约

旦就把自己游离于战争之外，发展得不

错。自从1948年以来，中东地区一直不

安定，曾先后爆发了4次大的战争。4

次大战中埃及是最悲催的，每次战争的

主要负担都落在埃及身上。

反观约旦，名义上是前线国家，实

际四次的中东战争，约旦只参加了那么一

、二次，而且每次参加的程度在阿拉伯参

加国当中也只有零点几的比重。以色列也

参与了中东战争，它深切感到其不会轻易

打约旦。这是因为约旦国内建设搞得相当

好，而且一年比一年有起色。

以色列当初会将西奈半岛规划为建

国的位置，是因为这个岛本身的资源禀

赋好，貌似可以利用能源、资源“躺着

发展”。有着屌丝男遇上了白富美，让

小伙子少奋斗20年的诱惑在。

以色列并不是一个单纯傻小伙子，

不会外界都说好，就人云亦云。它是个

精明小伙，它看到了西奈半岛的本质，

虽然是个宝藏岛，有着石油、煤、锰、

铁、铜等矿产资源，现状却令人堪忧。

一片荒漠之地看不到头，开发程度、难

度很高。

为了这样的岛，而和埃及没完没了

地对抗下去，权衡一下付出与得失，绝

对不是一桩高回报的买卖。

以色列早已意识到中东其他国家因

为有石油资源，一直发展得不太平。看

似石油给国家发展带来了诸多红利，但

一直是西方国家想要打压、制裁的目标

。石油是财富，同时也是祸患的来源。

以色列决心不靠石油资源而生存，这才

是长久发展之路。

既然西奈半岛上的石油这笔“不义

之财”不是这么好得，今后还会继续招

惹事端，不如早些离开是非之地，拱手

送给埃及，换来一段“友谊”。

以色列也早已决心走创新发展之路

，其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一个不

仅仅依靠能源发展的国家，才是顺时代

潮流而动，才能越走越远，受到世界局

势的钳制越来越少。

以色列放弃了西奈半岛，让其彻底

没了规模性的矿产资源可供开采，也彻

底坚定了其走创新发展之路。可以说是

因祸得福。除了农业的发展，以色列还

进军了一些高科技领域。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未来在全球化

竞争中要脱颖而出，抱着西奈半岛这个

看似“金娃娃”的岛，是很愚蠢的做法

，是会让自己丧失了奋斗的斗志。在新

一轮全球化舞台上站稳脚跟，关键靠高

新技术才会有希望。

以色列在中东这块是非之地生存、

发展本不易，加上其地理位置，让其不

得不受到周围国家的“干扰”。以色列

抓住了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放弃西奈半

岛，可以让其与埃及和解，以赢得自身

在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生存空间；向美国

示好，以赢得美国外部力量的支持。

以色列的发展壮大之路说明了发展

环境很重要，没有良好的环境，要主动

为自己营造。

西奈半岛的政治智慧

以色列为何
在夹缝中生存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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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圣诞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站
www.hcphtx.org

OCEE 12/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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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長趙小蘭與福茂集團創辦人趙錫成博士父女兩人和交通部長趙小蘭與福茂集團創辦人趙錫成博士父女兩人和20202020年國際年國際
領袖基金會公共事務學員合影領袖基金會公共事務學員合影

【本報訊】國際領袖基金會(ILF)2021年度
「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 即起接受報名。國

際領袖基金會的遴選委員會每年挑選大約30名
傑出亞太裔大學生，在暑假期間到華府的聯邦
機構實習8到10週。

入選學生被稱為公共事務學員(Civic Fel-
lows)，在完成項目後可獲得助學金。他們在聯
邦機構全職實習之外，將參加專業發展工作坊
，以及領導力培訓。學員們必須負擔自己的旅
行，住宿及生活開銷。

今年(2020)的30名獲選學員，來自全美各
傑出大學，背景很多元，個個有抱負，已在國
際領袖基金會安排下，展開實習工作，分別進
入了國務院，聯邦通訊委員會，白宮亞裔美國
人太平洋島民計劃，孟昭文國會議員辦公室，
少數族裔企業發展署等等聯邦機構、國會辦公
室實習，以及國際領袖基金會分別專注於社會
正義倡議及新型冠狀病毒/個人防護用品(COV-
ID -19/PPE)的挑戰隊伍。每一名學員還都參加
教育性講座以及專業訓練，以更深入了解公共

服務及政策。
國際領袖基金會創會會長董

繼玲強調，公共事務實習計劃旨
在為美國社會打造一批既有公民意識，又關注
社區的青年領袖，將來持續不懈的發展領導力
，戮力服務社會， 倡議包容，彼此支持。她表
示，在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對中小企業將影響
深遠之際，堅持舉辦公共事務實習計劃項目，
延續推動亞裔關懷公共事務，顯得更加重要。

國際領袖基金會主席，也是白宮亞太裔顧
問委員會主席的徐紹欽博士表示， 「國際領袖
基金會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支持並培養公共服務
領域的下一代領袖」 。 「讓年輕領袖們了解並
增加公共參與，以相關方式採取行動，支持他
們的社區，非常重要」 。

國際領袖基金會執行主任Linh Hoang表示
， 「培養下一代亞太裔領袖是我們的核心使命
」 ， 「我們幫助大專學生獲取技能，經驗，以
及成為領袖所必須有的見識，以繼續前人的奮
鬥」 。 「國際領袖基金會公共事務學員項目是

他們快速開展事業、領導力的一個獨特機會」
。

聯邦及州市政府的亞太裔民意代表，一直
以來也都十分支持國際領袖基金會。交通部部
長趙小蘭(Elaine L. Chao)，美屬薩摩亞(Ameri-
can Samoa)聯邦眾議員Amata Radewagen，新
當選的兩名加州國會議員朴銀珠(Michelle Steel)
，金映玉(Young Kim)，兩名馬里蘭州參議員李
鳳遷(Susan Lee)，林力圖(Clarence Lam)，馬里
蘭州眾議員齊麗麗(Lily Qi)，加州佛利蒙市市長
高敘加(Lily Mei)，羅德島州(RI)克蘭斯頓市市長
馮偉傑(Allan Fung)，洛杉磯郡高等法院候任法
官劉馨儀(Linda Sun)最近就都出席了國際領袖基
金會的聖誕網上聯誼活動。

ILF鼓勵亞太裔大專學生申請。凡是具有美
國公民身分，GPA成績至少3.0，目前在大學就
讀大二，大三或大四的學生，都可申請。還需
要例如成績單正本，履歷表，以及至少一封推

薦信等其他文件。
即日起接受報名，申請文件需在2021年 1

月22日美東時間下午5點以前遞交。
查詢更多資訊或遞交申請文件，請上網

www.ilfnational.org。
重要通知:國際領袖基金會估計2021年上半

年，有效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已可廣泛取得。
申請人應預估暑期實習將在華府實地舉行。不
過，有些，或者大部分的實習，視乎各機構政
策，可能以虛擬方式進行。國際領袖基金會將
在申請及安置過程中通知學員。

關於國際領袖基金會 - 國際領袖基金會(ILF)
是一個非牟利組織，推廣亞太裔社區的公民參
與，領導力，賦能及經濟繁榮，以加強我們國
家的多元化。國際領袖基金會的使命是培養有
公民意識的亞太裔未來領袖。國際領袖基金會
創辦於2000年，已為超過1萬名亞太裔學生提
供獎學金，領導力培訓，以及教育性項目。

國際領袖基金會2021年度「暑期公共事務實習計劃」 即起接受報名

交通部長趙小蘭與福茂集團創辦人趙錫成博士父女兩人和國際領袖基金會幹部及各地分會會長合影交通部長趙小蘭與福茂集團創辦人趙錫成博士父女兩人和國際領袖基金會幹部及各地分會會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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