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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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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股市上漲和房產增值推動，美國家庭
資產淨值首季再創新高。

美聯儲公佈的報告顯示，第一季度美國

家庭資產淨值較去年第
四季度增加5萬億美元
（3.8%），至136.9萬億美
元。其中，股票資產價值
增加3.2萬億美元，房產
價值增加9,680億美元。

由於投資者預期公
司盈利上升及聯邦政府
持續實施財政和貨幣刺
激政策，標普 500 指數
第一季度累計上漲7%。
同時，由於美聯儲持續
將基準利率維持在接近
零的水準，令抵押貸款
利率創下歷史新低，進
而推動了消費者的買房
需求；目前美國二手房

中間價格創下歷史新高。
從歷史角度看，美國第一季度家庭資產

淨值較10年前接近翻番；當時美國經濟仍受

到金融危機的影響。
不過，許多美國人並沒有從上述家庭資

產淨值升高中受益。儘管疫情推動居民儲蓄
大增，使得許多人有機會購房或投資股票，但
疫情引發的經濟下滑對低收入人群造成重大
衝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租房住，且沒有進
入股票市場。

報告顯示，繼去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長7,
020億美元後，美國家庭淨儲蓄今年第一季度
再增長5,717億美元。

與此同時，首季家庭債務總額為16.9萬
億美元，同比增長6.5%，創下2006年以來最
大增幅。企業債務較去年第四季度上升約1,
94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4%，至17.9萬
億美元。聯邦政府債務增加近3,860億美元
（同比增長6.5%），至24萬億美元。

不包括房屋按揭貸款在內，第一季度美
國消費者信貸增長約310億美元。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股市和房價上漲推動股市和房價上漲推動，，
美首季家庭財富創新高美首季家庭財富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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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地方蓋豪宅都賣不出高價這種地方蓋豪宅都賣不出高價！！
美國買房美國買房Lot SizeLot Size知多少知多少

地段相同、大小一樣、狀況相當的房子，獨立屋一定比連
排的鎮屋會貴很多。為什麼呢？獨立屋不受鄰居干擾，隱私度
高；在房子需要做室外維護改建的時候，不需鄰居的同意；另
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獨立屋的地皮（Lot Size）大。

土地占房價的比例
在北美，獨立屋的地皮完全歸房主所有和使用，價值約

占房價的20%。建築商在建造房屋的時候，同樣大小的地皮，
可建的獨立屋數量要比鎮屋少，成本更高。所以，獨立屋的價
格就貴很多。地皮非常值錢，即使房子老舊不能再使用了，地
皮還在那裡。

因此在給房子買保險的時候，不要按照房價定保額。因
為假如房子失火燒毀，地皮還在那裡，保險公司不會賠償土
地的價值。所以保額應減去大約20%的土地價值。否則，給保
險公司多交了銀子，並沒有得到更多的保障。

什麼是Lot Size
對於不交管理費（Freehold）的房子，在賣房資訊表

（Listing Sheet）中一般會標注地皮的尺寸，比如，Lot：30X98，
Lot：50X110，Lot：20X130等等，這就是地皮的尺寸，也就是
Lot Size。

Lot Size的單位通常用英尺（Feet），50X120就表示從房
子正面看，地皮的寬50英尺，深120英尺。如果房子門前有人
行道，那地皮的深度尺寸要從人行道的內邊開始算起。

什麼是Survey
買不交管理費的房子，在買賣合同（Offer）中，買家一般

會要求賣主提供一份土地勘測圖（Survey）。勘測圖上標注著
房屋地皮的座標，以及房屋在地皮上的位置。

依據Survey，買家可以知道所買房子地皮的確切邊界。
如果買家將來修建圍欄（Fence），要確定圍欄的位置，Sur-
vey就是依據之一。

Lot Size與房價
一般來說，同一地段Lot Size越大，房子也越值錢。但有

時你會發現，房子大小狀況差不多，Lot Size面積小些，卻反
而更貴，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Lot Size更值錢的因素是從房子正門看土地的寬
度。比如說：50X120英尺和30X200英尺兩塊地皮都是6000
平方英尺，但前者一定比後者貴。從使用的角度上來講，地幅
寬的話，你和左鄰右舍的房子距離比較遠，隱私度更高。另外
，因為在50英尺寬的地皮上可以蓋出一棟像樣的豪宅，而在
30英尺寬的地皮上蓋出的房子，裝修得再奢華，也稱不上豪
宅，賣不出豪宅的價錢。

房地產投資人一般更看重Lot Size的大小和寬幅，買房
自住的可能更注重房子狀況、內部結構。但如果房屋狀況差
不多、地點差不多，選擇Lot Size大一些的更好，特別是購買
新房，瞭解有關Lot Size的知識，對生活隱私度和將來把房
子賣個好價錢都有利。

哪些Lot要避免
那麼，買房自住要注意Lot Size的哪些事項呢？
首先，要注意如果Lot太窄，比如獨立屋的Lot只有20英

尺寬，房子再好，也要慎重。
其次，如果Lot的形狀過於不規則，比如細長的三角形

Lot，還是不買為好。

地形與地面排水
排水對於房子的經久耐用非常重要。“排水良好的地段”

意味著具有足夠的坡度讓雨水遠離房子的地基。有些房子處
於整體地勢低窪的地帶，下雨時，雨水沉積，對房子地基就會
有影響，此外還可能面臨常年開著吸濕器、草地泥濘、蚊蟲孳
生等問題。

因此房子有一定的坡度並非壞事，特別是想要有步出式
地下室格局的房子，前院就要比後院高。如果Lot的前後都高
，而中間比較低，房子的地下室潮濕、滲水的機率就大，要特
別注意。

高大的樹木
有些人喜歡高大的樹木，春天美麗，夏天遮蔭。而有些人

厭倦春天清除樹下發芽的小樹苗，秋天花大把時間耙樹葉，
最終花錢砍樹。因此Lot上的樹木也是買房需要考量的一個
因素。

通常由買房支付的主要費用
以買一棟獨立房為例子：買價為50萬美元，全現金，所

有資料均為估計價。
•買方的過戶公證費（Escrow fee）：$1250
•房屋檢查費（Home inspection fee）：$350
•文件準備費（Document Prep）：$80
文件公證費（Notary fee）：$120
•經紀公司的法律規範監督費（Regulato-

ry compliance fee）：$250
•轉戶費（Transaction coordinator）：$500
•郵費（Messenger service)：$50
•一年的房屋保險費（火災保險）(Hazard

insurance)：$1500（不同的保險公司費用不等）
以上費用合計大約為 $4100，簡單粗略的計

算方法就以房價的1%來估計 ($5000)，另外還需
預付部分地產稅（Property tax）和社區費HOA
（Home owners association fee），每年的地產稅
大約是房價的1.3-2.0%（$6500-$10000）

各地各區都有不同的稅率，地產稅每年分
別在十一月和二月分兩次支付。在不同的月份
買房，所預付的地產稅也不同。

社區費在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費用，每月
從$0到$500不等（大多數在$100到$200之間，
也有少數超過1000美元的）。一般來說，連體房
（townhouse）或公寓房（condo）的社區費較高，
但已包括了火災保險。

如果需要貸款，買方還要支付一筆貸款所
牽涉的費用，大約是貸款額的1%-2%不等。外國
人買房可以根據個人的情況貸款到50%左右
（但現在卻很難找到這樣的貸款行）。

通常由賣方支付的主要費用
同樣以賣一棟獨立房為例子：賣價為50萬

美元，所有資料均為估計
價。

•房地產經紀公司
費 用 （Brokers fees）：
$30000（賣價的6%）

•賣方的過戶公證費（Escrow fee）：$1250
•屋主產權保險費（Title insurance policy）：$1750
•県政府過戶稅（County transfer tax）：$550（每$1000

收$1.10)
•市政府過戶稅（city transfer tax）
（比縣政府過戶費要高很多，但有的城市沒有此稅）
•一年的房屋保修費（Home warranty fee）：$350（按合

約規定）
•白蟻檢查費（Termite inspection fee）：$90
•蟻害工作（如果房屋有白蟻侵入）
•屋契文件準備費（document Prep）：$50
•文件公證費（Notary fee）：$120
•經紀公司的法律規範監督費（regulatory compli-

ance fee）：$250不等
•另外還需還清所有尚未支付的地產稅，社區費等等。
以上費用合計大約為 $34410，簡單粗略的計算方法就

以房價的7%來估計（$35000）
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外國人賣房也免不了向美國稅務

局IRS繳納所得稅，由產權公司在過戶時就扣除房價的10%
（$50000）。如果你認為這個數目不公平，可以申請減稅，IRS
會根據投資者的情況決定是否同意減免。

不過，如果外國人買的房是自住房，而且賣價不超過30
萬美元時，就可以免扣10%的所得稅。詳細情況和對策應該
徵求美國的稅務專家和地產律師。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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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詳細流程這裡看買房詳細流程這裡看
1、你需要先看中一套房子

建議在可能的情況下，儘量選擇交通便利，位於好的
Neighorhood和學區的房子。因為這樣的房子，轉手相對容
易，並且在市場好的時期，增值空間比較大，在市場不好的時
候，也比較保值，不至於貶值的太慘。

尋找房子傳統的辦法是到當地的房屋仲介機構一坐，找
個地產仲介(Realtor Agent)聊一聊，告訴TA你想要的地點、
價格，面積，戶型，學區等要求，然後仲介就會把手上符合條
件的房源列個清單給你，選出你感興趣的他就會帶你過去看
房。這個仲介就成為了你的房產仲介，也就是傳說中的買方
仲介(Buyer’s Agent/Sales Agent)。

2、報價Offer
看中了房子後，就該給房主下Offer了。
首先，房主會給出一個他的期望售價，你和你的仲介商

量後，會以正式的檔的形式，提出你們的報價(Offer)及其他一
些要求，例如房內的冰箱洗衣機烘乾機要留下，由賣方支付
Escrow費用等等。

如果房主同意了你的Offer，那麼你們雙方就會簽署購
房合同，正式進入購房流程；如果房主不滿意你的報價，他可
以不做回復，或通過Listing Agent在你的Offer的基礎上回
復一份Counter Offer，提出他的要求，雙方可以這樣你來我
往直到達成一致。如果沒有達成一致，這個購房當然也就終
止了。

一旦賣方接受了你的Offer，房子就進入一種叫做Pend-
ing的狀態，這意味著在這為期一個月左右的交易過程中，買
賣雙方都將受到購房合同的約束，賣方不能再接受其他人的
Offer。

所以如果最終沒有交易成功，賣方相當於白白浪費了一
個月的時間，尤其在賣方需要這筆錢急用的情況下，交易延
誤的代價可能是極大的。因此，在Offer中附上貸款公司/銀
行出具的Pre-approval letter已經基本是約定俗成的要求了
。

當買賣雙方就Offer的價格及條件達成一致，簽署了確
認檔後，購房合同就正式生效了，接下來你就要合同約定的
時間內交付定金，提交貸款申請，和請專業人士來對房子狀
況進行檢查。

3、簽署RPA - Residential Purchase
Agreement購房合同

對多數人來說，買房是件大事，因此在簽署合同之前，請
仔細考慮自己的情況，用好其中的保障條款，為風險預留足
夠空間。購房合同生效意味著雙方就不能隨意的退出此次交
易了。

以加州為例，標準購房合同中，各Contingency的默認
時間期限如下：

Contingency的約定時間到了，房主並不能強迫你簽署
Contingency移除檔，他只能終止購房交易，常見的是，房主
以終止交易來壓迫你簽署移除檔。或者加罰款懲罰你逾期。

從買家的角度出發，雖然Contingency保留的時間越長
越好；但現在是賣家的市場，如果時間過長，賣家完全可以選
擇其他買家。

4、Escrow公司
整個購房交易將由一種叫做Escrow的協力廠商機構進

行監管。買方所交的定金也好，後續貸款通過後銀行的放款
也好，都將被存放在Escrow公司為這宗交易開設的帳戶裡，
在房子過戶登記之前，並不會進到賣家手裡。

同時，賣方這邊也需要把房子的產權等相關資料交到
Escrow公司手上。Esrow公司會在收到銀行的放款後的一個
工作日內，到房子所在的縣政府(County)進行房屋產權轉讓
的登記，然後才分錢給各方。

當然，Escrow公司的服務也是要收費的，通常是由買賣
雙方各出一半。也並不是所有的州都要求在購房交易中使用
Escrow，但例如加州，Escrow公司則是必須要使用的。

5、提交貸款申請
在美國，貸款買房的審核流程比中國要嚴格的多。
首先，銀行會直接指定一家房屋估價機構來對房子進行

估價(Appraisal)，估價結果若高於購房合同上商定的價格自
然沒有問題，一旦估價結果低於合同價格，那麼銀行只會批
給估價金額的貸款，價格溢出的部分買家要自己補齊。

如果買家不能夠或者不願意自己補足購房款，而賣家也
不肯降低售價，那麼買家可以使用Appraisal Contingency
拿回定金退出交易。

其次，銀行將通過調取你的信用報告(此時會再Hard
Pull一次)，並且查詢你過去三個月的銀行帳單(Bank State-
ment)，以及過去兩年的報稅記錄和房租繳納情況等資訊，以
評估你的貸款償付風險。

這個過程中，你需要按照銀行的要求提供各種資料，最
近三個月的銀行帳單和工資單，最近兩年的W-2表格，房租
支票記錄，非公民/綠卡居民還需要提供護照，Visa，I-94等身
份證明材料。

貸款審核工作是由銀行的Underwriter負責。若信用報
告上顯示你最近三個月有過Hard Pull，Underwriter就會要
求你就Hard Pull的原因給出合理解釋。

若銀行帳單上顯示你有大額進賬，Underwriter會要求
你解釋這些錢的來源。若你的租房記錄顯示你有過遲交歷史
(Late Payment)，沒有合理的解釋，Underwriter很有可能因
此拒掉你的申請。

整個申請過程中，根據Underwriter的審批進度，會依次
出現三種狀態：

1) Conditional Approval/Loan Commitment：有條件的
批准，你會拿到一封叫Commitment Letter的檔，上面會列出
Underwriter還需要你補足的材料，在這些材料被審核通過
後，你才可獲得貸款批准；

2) Final Approval/Clear to Close：貸款申請獲得批准，
你會拿到一份叫Loan Doc的檔，上面會列明貸款的總額，期
限，利率以及Closing Cost的各項細節。請仔細核對這些數字
都沒有問題後再行簽字；3) Funding：銀行放款給到Escrow，
此時貸款才是最終到手，而在此之前的任何階段，都無法
100%保證你能拿到貸款。

Loan Contingency/Mortgage Contingency的作用就是
在貸款不幸被拒的情況下，賦予你退出購房交易，取回全部
定金的權力。有些Buyer Agent或Loan Agent會在Condi-
tional Approval階段就建議你移除Loan Contingency，但於
你自己最最安全的做法就是Funding後再進行簽字移除。這
也是為什麼我會強烈建議在RPA購房合同中儘量爭取把
Loan Contingency的時間保留到Closing Date。

6、房屋檢查
在等待貸款申請批准的同時，買方可以開始房屋檢查。
房屋檢查完成後，Inspector會出具一份詳細的圖文並

用的檢查報告，拿到這份報告後，你可以和房主協商維修的
事宜，譬如要求他在交房前找人解決掉其中比較大的問題，
或者讓房主直接返給你一些費用(Credit)，之後你自己找人
維修。

房屋檢查的費用範圍大概是$400~$800之間，和購買產
權保險(Title Insurance)類似，同屬於那種不做不能安心，但
做了後又經常感覺沒啥大用的購房支出。

7、房屋過戶(Close Escrow)
銀行在你的貸款申請Final Approval後，會將貸款檔郵

寄給Escrow公司，叫做HUD-1的表格，之後Escrow就會分別
通知買方去簽署貸款檔，賣方去簽署產權轉讓檔等。

銀行收到Escrow公司寄回的簽署過的貸款檔後，就會
進行放款，Escrow收到銀行放款後，一般當天就會去County
登記房子的產權轉讓，一旦產權轉讓登記在案了，就表示房
屋過戶完成了，之後Escrow會通知你去取新家的鑰匙，然後
你就可以享受你的新房子了。

大概會在房屋過戶後一個月左右，你會收到一份由
County Clerk-Recorder寄給你的平信：Grant Deed，俗稱轉
讓契約，類似房產證。如果沒收到也沒有關係，隨時都可以去
County再要一份。

注意：在房屋買賣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你陸續會收到
各種和房子相關的文件、信件。這其中也包括各種騙局的信
件，例如讓你付好幾十或者上百刀以獲得房子產權轉讓紀錄
的拷貝，但其實這個拷貝完全可以自己去County的辦公室
免費列印，因此在流覽各種信件，尤其是需要回復個人資訊
或支票的信件的的時候不妨多留個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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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教育的階層化美國教育的階層化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很多人羨慕美式教育。似乎在那種教

育中，學生的個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解放，充滿創造性，培養出來的
都是喬布斯那樣的人物。但是你真的了解美國各階層的教育嗎？
旅美作家、教育問題研究者萬維鋼（筆名同人於野）在他的《智識
分子——做個複雜的現代人》中，基於自己的親身感受，分析了美
國不同階層的教育，指出了國內大多數人在中美教育上的一些不
太全面的認知，值得一讀。
美國的教育是分層的

美國是個有嚴重階層區分的國家，各社區按房價自然分開，
在某種意義上是事實上的種族和貧富隔離。公立中小學的經費主
要由所在學區的房產稅而來，這意味著兩點：
第一，富人區的學校更有錢，可以請更好的老師、用更好的設備、
有更高的教學水平；
第二，學生們其實是在跟自己同階層的人一起上學。
如果你考察美國學生的數學平均成績，那的確比中國上海市學生
的差很多。但美國這個平均成績其實是被貧困社區中的黑人和墨
西哥移民拖了後腿。
如果你考察美國富裕白人社區學生的數學成績，可並不比上海學
生的差。
但成績還不是主要問題。

中國一個城市內好學區和差學區的區別僅僅是考試成績高
一點兒或者低一點兒、考上重點中學的學生多一些或者少一些，
都是“量”的差距，而美國不同學區的教育卻是“質”的差異。
如果你上greatschools.com之類的網站查一個美國中小學校的綜
合評分，網站首先告訴你的是這個學校學生的種族構成，如有多
少白人、多少墨西哥裔、多少亞裔等；然後是貧困學生比例，如有
多少學生使用了政府資助的免費午餐；最後才是學習成績。
階層比分數重要，因為各階層的教學方法和培養目標完全不同。
教育研究者Jean Anyon，曾在20世紀70年代末，全程跟班考察了
不同階層的幾個小學的四年級和五年級教學情況，然後在1980年
發表了一篇至今看來都毫不過時的經典論文《社會階層與隱含教
案》。

如果中國的應試教育體制讓你感到憤怒，想要改革的話，
Anyon這項研究所揭示的美國教育體制，也許會讓你感到深深的
失望。
Anyon說，哪怕是在四、五年級這個距離起跑線沒多遠的地方，不
同階層的學生事實上就已經在為他們將來要從事的一一不同階
層的——工作做準備了。正所謂“龍生龍，風生風，老鼠的兒子會
打洞”。
普通工人階級的教育

普通工人階層的學校強調遵守規章流程。整個教學充滿死記
硬背的機械式程序，幾乎沒有做選擇和做決定的機會。
老師教任何東西，哪怕是解數學題，都是用向學生灌輸規則的方
法。

這些規則通常包括若干個步驟，而學生必須熟記每一個步驟
，老師常常不看你的最終結果對不對，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驟！
比如老師教兩位數除法，就會直接告訴學生第一步幹什麼、第二
步幹什麼，既不解釋為什麼非得選擇這個做法，也不告訴學生這
麼做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如果學生提出更好的辦法，很可能會被否決，須按老師的方
法來。我的小學教育大概比這個好不了多少。做數學應用題如果
不先寫一個“解”字，無論對錯都會被扣分。
老師非常糾結於“乘”和“乘以”的區別，到底是3×5還是5×3，寫
反了就是錯。我的初中是在哈爾濱市道里區最好的中學讀的，遇
到整個學校最好的數學老師，結果數學課仍然強調對步驟的死記
硬背——我至今還記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分五步，去分母、去括
號、移項、合併同類項、解方程——其實有些題不按這個步驟做更

好，但上數學課經常要考背誦。
我上學的時候對這些教法感到非常

不理解，現在知道了階級分析這個工
具，才恍然大悟：這哪裡是在教數學？
這分明是在訓練工人。
工人幹活，可不就是必須嚴格遵守流

程步驟嗎？你只要按規定步驟去做好該做的，至於最終產品如何，
不是生產線上一個工人應該關心的事。

這個階層的學校裡自然和社會科學課程也都是死記硬背的
方法。
學生們並不被鼓勵閱讀什麼課外書，也很少會把所學內容跟真實
世界聯繫起來，甚至連課本都不怎麼用——教法是讓學生直接抄
老師寫在黑板上的筆記！這些筆記就是考試內容。

紀律是嚴格的，學生沒有什麼自由，教室裡任何東西都“屬於
”老師，絕對不能隨便碰。老師對學生說話非常不客氣，經常有“閉
嘴”之類的命令，時不時地制止學生亂動。不過老師自己並不遵守
什麼紀律、經常拖堂，根本不在乎下課鈴。社會科學課上老師會給
一些閱讀材料，並配以問題，這些問題都有明確的答案，其根本目
的在於考察你是否真正學習了那些材料。

學校教學很強調課本的權威性，你絕對不能對課本結論提出
質疑。如果你喜歡批判式思維、對有爭議的話題有自己的看法，老
師則認為你是危險的。這種小學，使我想起我當年讀的高中。那是
一所黑龍江省的省重點高中，雲集了哈爾濱相當一部分最好的老
師和學生。除了沒有質疑課本的自由，整個教學的確是非常靈活
的，老師有時候還會講講笑話。

我們根本就沒有家庭作業，有時間可以搞點個人針對性訓練
。我們非常明白來這裡上學的目的：如果能學到實用的知識當然
好，但最重要的是必須考上大學。
中產階級的教育

美國一般中產階層的學校也是這樣，一切為找工作和上大學
服務。老師仍然控制學生，但這種學校的老師人品都很好，自己也
能遵守制度，至少不會拖堂。
專業人士階層的學校強調創造性和獨立性。

美國的所謂“專業人士”，是指醫生和律師這種需要長期學習
和訓練才能入職的人物，他們擁有專門的技能，他們只有考取一
個資格認證才能工作，而且還有自己的職業準則。這些人是中產
階級中的上層，收入不菲，對生活和職業都有很好的規劃。這種人
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國人心中神話般的美式教育。

雖然還是小學生，學校已經要求學生有獨立思考和表達的能
力。課堂作業常常是寫文章和做演講，你必須能夠自己找到素材、
選擇方法、組織語言、描述想法。這基本上是我當初的大學所在的
層次，而這些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已經開始搞獨立調研了！比如，
一個任務是每人回家統計自己家有多少台電視、冰箱及多少輛汽
車等物件，在課堂上每人負責統計其中一項物件的數字、計算全
班平均值。

機械化的計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師給你提供計算器——但是
你必須把調研部分搞好，會有另一個學生檢查你的工作。統計完
成之後，有的學生甚至還提出建議，跟別的班比較一下數字。
歷史課上學到某古代文明，作業是學生們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為
題拍個電影！

有人負責寫劇本，有人負責演，有人負責拍攝——當時還沒
有數字設備，所以家長得幫著剪輯8毫米膠片。
學生們要時不時在班級裡播報一下新聞時事，老師偶爾還引導他
們發現事件之間的聯繫。

寫作強調創意，科學強調第一手的實驗感覺。答案對錯不再
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這個內容到底是什麼意思。
老師不再直接控制學生，而是通過與學生交流來引導班級去做什
麼。任何學生都可以在任何時候去圖書館拿本書，而且只要你在
黑板上簽個名，哪怕上課中途也可以不經允許離開教室。哪些內
容要多講點，哪些內容要少講點，老師都能聽從學生的意見。
然而，這還不是美國最牛的小學。
統治階層的學校教育

這個階層就是所謂的資本家階層，學生家長是這個國家的統
治者和擁有者，他們當然沒必要訓練怎麼遵守別人的章程，他們
不用關心怎麼用漂亮的簡歷取悅雇主。
這個階層的學生學的不是怎麼遵守規則，而是怎麼制定規則。
教育的核心目標，是決策和選擇。

哪怕在數學課上學除法，老師問學生的第一個問題不是怎麼
算，而是“如果你面對這麼一個例子，你的第一個決定是什麼。”
你會提出解決問題自己打算從哪兒著手。老師就會說你這個決定
不錯，然後引導你進一步說出自己的計劃。然後讓全班一起看看
你這個決定和計劃的結果如何。老師不主動提供任何解題方法，
而是鼓勵學生自己去製定公式，也就是規則。

老師不問對和錯，而是問“你是否同意這個說法？”如果全班
都發現你錯了，老師告訴你的是“他們不同意你……當然，你對老
師講的東西，也可以隨時不同意”。

這種統治階層的教育，已經不是追求什麼表達能力、藝術效
果、漂亮的PPT之類了，而是追求分析問題。這種小學同樣學到古
希臘歷史的時候，不是讓學生會表演個什麼歷史人物的電影，而
是問學生“你認為伯里克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犯了什麼錯誤？
雅典公民又犯了什麼錯誤？”這種問題！

這些注定成為未來領袖的小學生從四、五年級起就已經開始
在課堂上對當前問題發表看法。

工人為什麼罷工？他們這麼做對嗎？我們怎麼阻止通貨膨脹？
老師說，你不知道答案沒關係，我提問題只是讓你學會怎麼想。
這些學生不是為了考試而學習。他們如果學習了一種複雜語法，
單單在考試中答對還不行，必須在此後的寫作中用到這種語法，
否則老師就不干。

寫作課也不是追求什麼創意、感情描寫，而是強調故事結構
和邏輯，並且直接用於社會課和科學實驗報告的寫作中。
學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個學生都有機會當一次老師。然
後老師和其他學生對他進行全方位的評判。

紀律上沒有什麼要求，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離開教室，可以不
經允許使用學校的任何東西，集體行動也不用排隊。
學生學到的是選擇和責任。你可以給自己設定優先目標、你自己
決定乾什麼，你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你自己管自己。
老師說：“你是你這輛汽車唯一的司機，只有你能決定它的速度。”
這些是我出國以後讀研究生時才享受到的待遇。
然而階層不是一切

我們大概可以說，現代教育可以簡單地分三個層次，對應三
個階層：
底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是培養工具、以找工作為目的。
中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是培養工藝品，以提升個人價值為目的。
上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是培養主人翁，以欣賞、選擇和改變周圍
世界為目的。

現代流水線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層；想要進入第二層
，家庭必須出力，爭取去精英大學；而第三層，則幾乎完全是家庭
和個人的事情，學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這麼說來，如果生錯了階層，尤其在美國，上學豈不成了無比憋屈
的一件事情？

用美國這套標準對照，我的小學的確是在工人階層。就連在
教學樓裡從哪邊走、上課怎麼舉手學校都有明確規定。
但是我們有好幾個同學根本不在乎這些規定，經常跟學校對著幹
，老師“誇”我們有“造反精神”——我們這幫工人子弟，做事常常
帶有統治階級的風格。

素質的確是可以遺傳的。現在科學家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智商
可以遺傳，再考慮到家庭環境的作用，大多數情況下，人不太容易
超越自己父母的階層。

但人之所以不是機器，就是因為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基因
加環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人總有自由意志。大多數情況下如
此，但每人都可以不必如此！

是的，人很難突破客觀條件的限制。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這
個劇本演出，世界就太沒意思了。(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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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自美國從經濟危機中復蘇後，當年崩潰的
房地產市場也變成了復蘇的亮點，受全球房產投資者的青
睞。其中，在過去的一年間，中國已成為美國房地產市場
最大的海外買家。雖然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整體上有一定的
升值空間，但在購房前應注意考察市場，避免在價格已經
回升、缺失後續上升空間的地區購房。小編為大家介紹十
條在美國投資房產的建議，希望對您的美國房產投資與置
業有所幫助。

1、制訂組合一個財務計劃，以確保是否真的能
夠負擔買房的費用。

在購房前，必須要對自己的經濟有所瞭解，這樣可以
避免在購房後有可能會使自己陷入其他的財務問題。

2、做一位理性買家。
即使在網上被房子漂亮的照片吸引，也不會一時衝動

直接預約賣家看房並打算購買。應實地實地考察，並對房
屋周圍的生活設施有一定瞭解。當然，沒有什麼比跟房屋
附近的鄰居們聊天更能瞭解房屋的詳情了。

3、找一位經紀人。
一個優秀的買方經紀人能夠幫助買家處理買房過程中

遇到的一切問題，為買家提供最符合需要的房屋信息。此
外，當買家看中心儀的房子，經紀人還會幫買家準備以保
護買家為前提的各種合同，允許買家在一段時間內對房屋
進行檢查或是對社區進行調查，使買家在這段時間內能合
法的退出合同而無須承擔任何法律風險。在交易中出現問
題，經紀人會代表買家與賣方交涉，最大限度地保護買家
的利益。另外，按照美國賣房的交易規則是由賣主支付買
賣雙方的傭金，經紀人為買家的服務是免費的。

4、報價合理。
房屋的報價應該基于在過去六個月內這一區域銷售的

房屋價格、房屋的大小、房屋的保養程度等因素而定。且
該報價應該還包括屋主能為購買該房屋所付出的價格，以
及在檢查過程中出現任何不可預見的費用等。

5、聘請一位房地產律師。
房產交易過程牽涉到許多法律細節，需要專業人員的

幫助。美國有50個州，每個州的法律不同，各州的房地產
法更是不盡相同。為了確保國人的利益在美國購房流程中
的每一步都能獲得維護，應聘請一位當地優秀的房地產律
師。

6、獲得美國按揭貸款的預先資格。
美國申請房貸的流程與國內大抵相似，主要是：選擇

貸款機構—獲取貸款機構預先資格—貸款機構審核申請人
資質—房產評估—貸款機構放貸。預先合格審核有助于買
家瞭解自己是否有資格貸款，以及可以貸多少款。這個步
驟同時也幫買家了解放貸機構是否願意提供貸款。

7、對房屋進行評估。
在房產買賣過程中，貸款銀行會派出貸款銀行，對交

易的房產做出正確評估，評估報告將決定銀行最終批出多
少貸款。

8、在完成交易之前核對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
聲明文件。

政府文件提供了關于有關各方的基本細節以及大量的
數字。難免會出現一些錯誤，這也就是為什麼讓你核對該
聲明並確認一切是正確的至關重要的。

9、過戶前要預約驗房。
過戶前驗房的主要目的是確信買家所要買的房屋條件

與買家最後敲定要買的質量基本一致，包括約定修理部分
的完成。水、電、氣管道電路系統，安全監視系統，白蟻
測試處理管線等都是驗房的重點。建議買家在驗房前，先
列出擬檢項目，驗房時逐一過目、測試，發現問題，及時
與經紀人溝通，儘量把問題目標製成圖像作品。

10、購買房屋業主保險。
在美國買房，除非買家用現金，否則貸款公司一定要

你在過戶之前購買屋主保險(homeowner insurance or haz-
ard insurance)，主要保賠火災對房屋造成的損失，以及其
它原因對房屋或個人財產造成的損失，或客人甚至路人發
生的意外。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I/房地產專日/210707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投資房產有道投資房產有道：：
十條建議變身美國投資達人十條建議變身美國投資達人

如何計算自己房子的出租回報率如何計算自己房子的出租回報率？？
投資房產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

種是現金買房，第二種是貸款買房。

一、現金買房的租金回報率
租金回報率=每年淨房租收入/購

房總價%
每年淨房租收入=年租金收入—

持有房屋費用及出租衍生相關支出
購房總價，就是房屋買家支付給

賣家的金額。
年租金收入就是跟租戶約定的年

租金。
持有房屋費用及出租衍生相關支

出一般包括：房產稅、房屋保險、社
區費、維修費、空置期分攤、出租管
理費等項目。

空置期分攤：購買的房屋有可能
不能馬上找到租客，會有一段時間是
空置的，因此在計算平均的淨房租收
入的時候，應當把分攤到每年的空置
期租金扣除。根據經驗來看，空置期
分攤到年，一般為半個月的房屋租金
。

物業管理費：如果委托房屋代管

人幫忙照料房屋，收取租金，打點修
理水電設備等…所支付的管理費，一
般為每月租金的6-8%。

根據房屋類型、所在的位置和房
屋狀況的不同，應當計算在內的項目
也不一樣。買家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
，自行判斷。例如，獨立屋一般沒有
社區費，但也有些獨立屋所在區域有
社區規劃、大門及社區公共設施，因
此也要交社區費。城市屋一般繳納的
社區費中已包括共同火險, 不必另外
買火險，這樣計算房屋保險費的時候
，不用將火險金額計算在內。另外，
房產稅的稅率在每個州也是不一樣的
，從1%到3%不等, 加州地產稅大多
為1.2-2% , 所以投資之前選擇應先確
定目標房屋的稅率。

二、貸款買房的租金回報率
假設貸款全部采用每年分期固定

還款的方式。
租金回報率 = 每年淨收入 / 自付

額%
每年淨收入 = 年租金收入 - 持有

房屋費用及出租衍生相關支出—年固
定還款額。

自付額(頭款)即購房總價扣除銀
行貸款的部分。

雖然房產的建築物部分會折舊，
但是建築物下面的土地卻永遠屬於業
主，而且會隨著當地的經濟發展而升
值。持有一套房產，就像持有一隻股
票。你不但每年可以獲得固定的分紅
，而且還擁有了未來資產增值的機會
。根據長期統計美國房地產每年平均
升值約為6%,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
考慮問題，投資並持有房產，相對于
銀行存款，是一種更優的投資選擇
。 （文章來源：美房吧，
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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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在美國不修剪自家院子草坪會被罰款？為什麼
美國不允許在自家院子裏晾衣服？為什麼美國人那麼愛
“多管閑事”？這些都得從美國的社區文化說起。

美國社區特點
社區是美國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和美國人的生活

密不可分。和中國普通意義上的“社區”不同的是，美國
最早形成的是社區，然後才是國家，所以社區文化一直是
美國的一個顯著特徵。由于美國地廣人稀，除了曼哈頓等
大城市的商業中心區以外，大多數房屋通常最多為三四層
，很多大型購物中心通常也只有一兩層。而私有住房多為
低于兩層的獨棟建築，通常還帶有車庫和地下室。

在美國，不同層次的社區差異巨大，所處地域上也
有差異。

以加州為例，位于北加州的舊金山灣區社區層次單一
，幾乎全是好社區，環境優美，乾淨整潔，安全有序；而
位于南加州的洛杉磯則要複雜很多，白人社區、華人社區
、墨西哥人社區等並存，好社區、差社區都有，好的社區
和舊金山灣區的差不多，差的社區就環境雜亂、人員複雜
、安全性差。甚至有些社區只有一街之隔，實際情況卻有
天壤之別，可見好社區和差社區的區別之大。

HOA是什麼？
在介紹社區間的差別之前，先為大家介紹一下HOA。

業主協會（Home Owner's Association，簡稱HOA）的相
關費用，也稱為社區管理費。目前美國的新建住房很多都
有社區管理協會（HOA），常見的公寓（Condo）或連排
住房（Town House）都會設立此項，由它來負責公共地區
的管理。美國人在買房時，很多人都會選擇住在有HOA的
社區。

HOA是由小區內業主選舉產生，代表了該小區的利益
，負責挑選合適高效率的物業管理公司，有點類似于中國
的街道辦，但權力要大很多，通常有HOA的小區環境維護
得都不錯。社區的停車場、門前屋後、過道樓梯，每周定
期有清潔工前來打掃；草木的生長季，有專人定期開著剪
草機修剪草坪，以保持社區的乾淨整潔；而落葉雕零的深
秋季，也會有專業公司的工人開來汽車清掃落葉；但住戶
門前的草坪則由自己負責修剪。

HOA還負責制定社區的行為規範，以保證業主享受和

諧的生活和良好的環境，如必須保持門前草坪的清潔，維
持房屋外觀整潔，禁止製造噪音等。此外，HOA還可以集
資建造各種公共設施，只對住戶開放，如游泳池、健身房
、圖書館、網球場等。有些社區除在公共區域安裝攝像頭
外，還會雇傭保安和巡邏隊，以保證住戶的安全。

美國社區對比
▲環境差異

好社區環境更好，差社區雜亂無章。美國社區很大，
好的社區一般容積率低，對公共區域環境的投入多，綠化
好，鬱鬱蔥蔥，街道整潔乾淨。

就社區內居民個人來說，美國人注重生活質量，很熱
衷于打理自己的院子，和社區環境相得益彰。就像我們經
常在美劇裏看到的一樣，屋主哪怕不自己打理，也會雇傭
臨時工來修剪草坪等。社區居民有權投票將其他不遵守社
區規章制度的住戶逐出社區，哪怕那位住戶只是不愛打理
自家院子。所以在美國，好社區不管公共區域的環境還是
居民自己院子的環境都保持得很不錯。

而差的社區一般房屋密集，不重視社區環境。在某些
不太好的社區，很多人不愛打理院子導致雜草橫飛、在院
子裏晾衣服等等，給人一種比較混亂的感覺。

▲安全性
好社區安全性高，差社區安全無保障。在美國，社區

越好居民越安全，犯罪率越低。
好社區一般都有HOA，HOA對社區安全的投入很高，

比如安裝攝像頭對社區公共區域進行監控，雇傭保安、巡
邏隊負責社區的安全等，對犯罪分子來說犯罪成本太高；
不太好的社區一般沒有HOA，社區環境和好社區也不僅僅
是美觀度的差別，房屋一般密集度高，甚至可能路燈都沒
幾個是完好的，不安全角落較多。哪怕是飽受詬病的美國
槍支暴力問題，也多發于老舊混亂、安保設施薄弱的差社
區。

好社區的容積率更低，但由于HOA經常舉辦社區活動
等，社區居民間都互相認識，所以如果社區進入陌生人是
很扎眼的。美國人很重視隱私，很熱心，如果看到陌生人
在某個鄰居家外徘徊，可能當即打電話提醒鄰居，甚至直
接報警。

好社區房子價格偏貴、配套設施貴，買房子的人在美
國至少是中產階級。這類人群一般都很重視生活品質，所
以周邊的生活配套如超市消費自然不低，犯罪率也較低。

▲學區
美國K-12教育（從幼兒園開始的美國基礎教育的統稱

）都是就近入學，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也是有學區房的
。雖然K12教育階段如果入讀公立學校的話都是免費的，
但和社區一樣，學校也有好壞之分。

一般好學校所在的社區都不差，和中國家庭一樣，為
了孩子的教育，部分美國家庭也會傾向于在好學校周圍買
房，價格自然不菲。好社區的教育資源一般都比較好，而
差社區出現好學校的概率並不大。（文章來源：美房吧，
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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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別美國的好社區和差社區如何辨別美國的好社區和差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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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作为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的新职业，外卖骑手群体数量近年来不断扩大，已成为灵活就业的重要组成代

表。近日，美团研究院发布《骑手职业特征与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调查报告，对外卖骑手这一职业做

了详细调查和分析。哪些人在做骑手？这行收入如何？未来发展前景和保障怎么样？记者进行了采访。

七成多“骑手”来自农村

今年25岁的夏红亮来自四川成都附近的一座小县城，初中毕
业后，就进了工厂。比起工厂的流水线工作，相对自由、收入更
高的外卖骑手工作吸引了他的目光。“我是县城出来的孩子，文化
水平也不高，骑手这行门槛较低，只要会操作智能手机、会骑电
动车就可以胜任。”夏红亮对记者说，“朋友介绍我来做骑手，我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现在月薪平均能有七八千元，比之前在工厂
高多了。”

入职饿了么蓝骑士两年多来，夏红亮从最基层的骑手做起，凭
借自己的努力先后当上小队长、站点管理人员，现在正为成为站长
而奋斗。“刚开始做骑手的时候，对业务不太熟悉，一个月平均也就
三四千元的收入，两年多来收入已经翻倍了，我对这份工作还挺满
意的。”夏红亮笑着说。

年轻、大部分来自农村、收入较农民工平均收入更高，是外
卖骑手这一群体的显著特征。美团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有
471.7万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收入，77%的骑手来自农村，骑手工
作已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

骑手集中在哪个年龄段？
研究发现，骑手以青壮年男性农民工为主，平均年龄为30.6

岁，较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41.4岁）年轻10.8岁。其中，40岁
及以下骑手的占比为88.2%，比同期该年龄段在我国农民工中的占
比高38.8个百分点，这表明以骑手为代表的灵活就业受到年轻一
代农民工的青睐。饿了么此前发布的《2020年“00后”蓝骑士洞
察报告》显示，2020年新加入饿了么蓝骑士队伍的“00后”数量
同比去年增长近两倍。

骑手收入怎么样？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

元。从美团研究院的问卷调查来看，目前全国骑手的月均收入为
4950.8元，其中专送骑手月均收入为5887.0元，众包骑手月均收入为
4557.2元，均高于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相较于制造业、建筑业农民
工，骑手收入具有一定优势。

做骑手前做什么工作？
美团研究院问卷调查结果，在选择骑手工作前，24.8%的骑手

“在工厂打工”，6.9%的骑手在建筑、装修工地工作，0.5%的骑手
在务农，其余67.8%的骑手大多在第三产业从事餐饮、商贸等工
作。美团有关负责人分析，近年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占比持
续上升，骑手的人员构成与农民工的产业流动路径保持一致，即
劳动力从二产流向三产。

“虽然收入比以往高，但付出得更多。”夏红亮说，在骑手这
一行业，多劳多得是大家的共识。“不论干哪行，自己不努力都没
有用，尤其是做骑手，跑的单子多、接单更灵活，自然收入就
高。虽然辛苦，但每次听到顾客说‘谢谢’，感觉也值了。”

灵活就业面临诸多挑战

为何来做骑手？采访中，骑手们对记者说了许多原因：有创
业失败转行为骑手的、有开餐饮店却发现不如外卖挣钱的、还有
之前做电商的、兼职的……但他们都表示，灵活、自由、收入较
稳定的职业特性是骑手工作最吸引自己的地方。

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4年前，30岁的王婧辞去某服装店导购
员工作，入职美团平台做了一名外卖骑手。“与其他工作相比，现
在的工作很适合我，时间比较自由，顾家挣钱两不误。”王婧很看
好这份职业，“相比月入近万元的同事，我每月收入5000余元，算
是比较低的。但每天既能接送孩子，又能赚钱，我很知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
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
平就业机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建立
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机制。当前外卖平台用工规
模不断发展，从一个侧面表明新业态和新就业形态符合经济转型
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然而，蓬勃发展的新就业形态与当前劳动关
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也呈现出诸多不适应性，面临许多挑战。

29岁的饿了么外卖骑手肖勇对记者说，“我现在是小队长，平
均每天能跑50多单，月均收入九千多元。”他表示，家里人很支持
他这份工作，但也有忧虑。“我们总在路上跑，家人担心我个人的
安全和健康问题。像我们这种外包员工，好多没有参加社会保
险。”

正如肖勇所说，目前不少骑手是外包的，并非平台企业的正
式员工，他们多数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
工伤保险。而骑手每天要在车流里穿梭，受伤的风险较高。

值得关注的是，调查显示，是否缴纳社保对骑手工作满意度
影响并不大，且由于缴纳社保后会导致到手工资减少、不同地区
社保接续存在一些障碍等，一部分骑手并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
认为，面对骑手等灵活就业者对于社会保障的多样性需求，应当
探索灵活的、符合劳动者利益的、又不影响新经济业态发展的新
型劳动保障体系。此外，如何保障骑手个人安全问题也应引起重
视，要正视骑手的职业特点，在引导其更加注重自身安全的同
时，推动平台制定合理的工作要求、工作规范，并予以工伤等保
障。

“目前平台正积极参与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网约劳动
者劳动权益保障等政策的制定，积极推动适用于数字经济新业
态、灵活就业新职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美团有关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

期待完善的社保护航

6月 3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画出了
路线图。

《规划》提出，推动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制度全覆盖到法
定人群全覆盖，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
限制，积极促进有意愿、有缴费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以及新就业
形态从业人员等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此外，探索建立多层次工伤保险制度体系。研究完善工伤保
险相关制度及配套办法，以高危行业为重点，持续扩大工伤保险
覆盖范围。推进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工作。适应我国
新业态用工特点，制定职业伤害保障试行办法，推进平台灵活就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专家认为，这表明相关政府部门已在着手解决包括骑手在
内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保障相对完善又符合实
际、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出台，为骑手们
护航。

除了政策支持，平台也正在从各方面给予骑手人性化关
怀，推出各类保障。饿了么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 5月，
饿了么已在全国推出超 3万个蓝骑士驿站，联合爱心商家、商
场等为户外工作者们提供可以休息、喝水、充电的空间。未来
饿了么将与全国总工会密切联动，整合双方的资源，通过区域
联动和产品化运营，不断优化驿站点位的使用和管理机制。“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提升骑手的保障范围和保障力度，加强安全
宣导，让骑手们开开心心赚钱，安安全全回家。”饿了么物流负
责人表示。

在骑手职业发展方面，针对不同的职业发展诉求，平台也做
出许多努力。美团有关负责人介绍，美团一方面推出“站长培养
计划”，打通骑手职业体系内部晋升通道；另一方面对职业发展规
划有调整的骑手，持续完善转岗通道，目前已有超过百名骑手转
岗合作商培训师、合作商运营主管等岗位。“后续，美团将为骑手
构建更加科学的职业培训与成长体系，助力广大骑手实现更高质
量就业。”该负责人说。

收入不低、工作灵活，外卖骑手岗位吸引力不断扩大——

“骑手”成农民工就业新渠道
本报记者 孔德晨

◀美团专送骑手送餐结束回到配送站点。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饿了么外卖小哥宋增光（前右）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王 鑫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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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图标识大打“口水战”

2021年 6月 16日，韩国总统文在

寅访问西班牙期间，在西班牙参议院

图书馆观看了一幅18世纪30年代的朝

鲜半岛古地图——《朝鲜王国全图》

，文在寅向馆长致谢，“这幅图为独

岛从这个时期（18世纪）开始就是韩

国所有，提供了珍贵史料。”

6月11日-13日，七国集团在英国

举行峰会，韩国作为嘉宾受邀出席。

外界认为，韩日双方若借此机会举行

首脑会谈，将是自2020年 9月日本首

相菅义伟就任以来两国首脑的首次会

晤，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14日表示

，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韩国和日本

外交部门曾就两国领导人举行简短会

谈达成初步协议。但日本政府人士曾

透露，即便韩国提议举行双边会晤，

日本首相菅义伟也“无意接受”。最

终，日方以韩国定期举行的“独岛防

御演习”为由取消会谈。

但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

寅与日本首相菅义伟止步于“互致问

候”。文在寅会后表示，首脑会谈本

有可能成为韩日关系的新起点，未能

成行“令人遗憾”。

韩日双方近期就独岛（竹岛）归

属问题多次过招，直接导致双边关系

陷入僵局。

据韩联社报道，6月1日，韩国外

交部就日方在东京奥运会官方网站地

图中将独岛标为日方领土的行为，召

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公使表示抗议。

早在2019年 7月，韩国政府就曾对奥

运会地图标识提出过不满。

“无论参照历史事实还是从国际

法来看，显然都是我国的固有领土，

无法接受任何抗议。”6月2日，对于

韩方的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

胜信作出如上回应。

地图风波掀起韩国国民不满，韩

国社会舆论研究所（KSOI）7日发布

调查显示，有近七成韩国国民赞成抵

制东京奥运会。

6月11日，韩国政府就日本自卫队

宣传片将独岛错标为“竹岛”表示强

烈抗议。

日韩双方不止一次为地图标识大

打“口水战”，2018年，韩国在平昌

冬奥会组委会官方网站的地图上，将

独岛（竹岛）标注为韩国领土。当时

，日本外务省也提出了抗议。

综合韩国外交部网站与日本外务

省网站提供的资料，独岛是韩国方面

的称谓，日本方面称为竹岛，该岛位

于韩国郁陵岛东南约87.4公里处，距

日本隐岐诸岛西北约158公里，由东、

西两座大岛和附近89个附属岛屿组成

，面积约为0.18平方公里。朝鲜、韩

国、日本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目

前由韩国实际控制该岛。

是独岛，还是竹岛，这是韩日之

间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赛。

复杂敏感的民族感情与领土
纷争相伴

1905年，日本政府入侵朝鲜半岛

后，将竹岛（独岛）称之为无主地，

把它编入岛根县，发布《岛根县告示

》，对外宣称该岛是日本领土。

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的签署，让独岛（竹岛）归属至今悬

而未决。

不过，在《条约》正式生效之前

，韩国在1952年抢先一步发表海洋主

权宣言，将独岛（竹岛）划入韩国领

海。1954年，韩国正式将独岛（竹岛

）划归庆尚北道郁陵郡管辖。

自1954年起，日本每年都向韩国

政府递交外交抗议文件，要求韩国必

须立即撤出该岛。

1965年6月，韩国、日本实现邦交

正常化，在经济优先的逻辑下，双方

选择暂时搁置独岛（竹岛）问题。但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岛屿的争议从

未停息。

韩国方面，自1986年起，每年6

月与 12 月都会在独岛举行军事演习

（2019年起更名为“东海领土守护演

习”）。对此，日本外务省向韩国方

面提出抗议，要求韩方停止军演。

同时，韩国调兵遣将，在独岛大

兴土木，先后建立了灯塔、码头、卫

星天线，并驻扎警卫队，欢迎民众登

岛游览。2012年，韩国前总统李明博

登上独岛，宣示韩国对该岛拥有主权

，成为首位登上独岛的韩国国家元首

。2019年8月，日韩贸易战下独岛扩大

演习，韩国朝野多党议员登岛，两国

关系急速恶化。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

影响，韩国依旧举行了规模较小的军

演。2021年，演习规模恢复到往年正

常水平。外界认为，这次演习是日方

拒绝韩日首脑会谈的直接导火索。

日本方面，2002年，日本宣布将

每年2月22日定为“竹岛日”，并举

行纪念活动。2008年，日本将“竹岛

为日本领土”写入中学教科书，且自

2005年起连续多年在《外交蓝皮书》

上强调，“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来看

，竹岛显然是日本特有的领土。”

2019年 8月 25日，针对日韩贸易

战两国关系急速恶化后，韩方将独岛

军演扩张一倍的行为，日本同一天举

行“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进行回应。

同月31日，针对韩国6名议员登岛，

日本外务省称“坚决不能容许，感到

极为遗憾”向韩方外交部表达抗议。

在1954年、1962年和2012年，日

本政府三度提出将竹岛（独岛）问题

提交国际法院以和平方式解决。

韩国政府坚持认为，基于历史、

地理和国际法，独岛无疑是韩国的固

有领土、不存在领土纠纷，更不能被

纳入外交谈判或试图以司法手段来解

决，至今拒绝国际法庭仲裁，并批评

日本政府企图将争议问题上诉国际法

庭，是借司法程序作出的虚伪尝试。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

院院长姜龙范教授向南方周末表示，

“日韩的岛屿之争，伴随着一系列的

领土之争、海洋权益之争、战略地位

之争，还有复杂敏感的民族感情，解

决起来要比看上去更错综复杂。

韩日作为近邻，相距海域宽度不

到400海里。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生效，明确规定每一个国家可

对距其海岸线200海里的海域拥有经济

专属权。姜龙范指出，“划分专属经

济区时，韩日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叠区

域，独岛（竹岛）的归属恰好决定了

谁实际占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此

前有消息称，韩日双方可能会通过共

同开发来化解冲突，但目前并无任何

成效。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系教授安成日接受南

方周末采访时表示，除了岛屿周边丰

富的渔业资源，海底储存约6亿吨的可

燃冰矿物资源，也是韩日岛屿争夺的

焦点利益之一。同时，独岛（竹岛）

对于收集情报、监测海军活动等，在

今天依旧发挥一定的军事战略价值。

除了历史及法律纷争，战争背景

、民族情感也是挑起韩日独岛（竹岛

）争议的重要潜在因素。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巴殿君教授告诉南方周末，独岛（竹

岛）争议与“慰安妇问题”、二战强

征劳工案、参拜靖国神社等，都夹杂

着日本对二战侵略历史的反省和认定

问题，韩国更倾向于把这些矛盾上升

到民族尊严，这大大加深了解决领土

纷争的复杂性与困难度。

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

员王键对南方周末表示，“包括前首

相安倍在内的一些日本政治家认为，

‘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必肩负谢罪的

宿命’，这种不能真诚反省战争罪行

并拒绝道歉的态度，对于日本与韩国

、中国等国的外交关系发展，势必带

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也导致包含独岛

（竹岛）争议在内的韩日僵局，短期

内难有转圜。”

“同样是因为殖民侵略，让日

本在面对韩国时一直自带民族优越

感，在竹岛（独岛）问题上不会低

头让步。”天津外国语大学姜龙范

教授说。

日韩纷争中的暗影

2014年，在海牙核峰会的美日韩

三国首脑会谈上，时任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与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时任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牵线下，有了一张

“握手言和”的经典合照。此次七国

集团峰会，虽然美国总统拜登没能重

现历史画面，但在日韩经年累月的拉

锯战中，美国始终如影随形。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巴殿君教授指出，独岛（竹岛）纷争

，是当年美国有意埋下的祸根。

1951年 9月，美国等48个战胜国

与战败国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和

约》。《和约》的起草历经数次改版

，对于独岛（竹岛）的归属，作为和

会主导国家之一的美国，出于自身的

利益最大化，在独岛（竹岛）归属问

题上出现多次反复、前后矛盾的表态

，使得日本、韩国留下领土纷争的空

间，独岛（竹岛）归属就此成为一桩

悬案。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键表

示，“美国当年坐山观虎斗，是为牵

制东亚做打算。”日本与韩国被视为

美国在东亚的两个小伙计，是美国遏

制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

国家所借助的重要力量，美国不会轻

易偏袒其中任何一方。这两位盟友的

“互撕”，恰好有利于美国实现离岸

平衡，维护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

“但历史没有永远的赢家，当韩

日双方因为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造

成关系逐年恶化时，美国打造美日韩

三国同盟，即‘亚洲版小北约’的计

划越来越像是一纸空谈。不同于特朗

普政府时期强调‘美国优先’，拜登

政府或更重视韩日关系的尽快修复与

战略平衡，以便为美国重新构筑印太

战略铺路。”王键说。

2015年12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拜

登推动韩日两国达成“慰安妇协议”

，2016年8月，拜登在接受美国《大西

洋月刊》采访时表示，自己“就像是

帮助双方弥合裂痕的婚姻咨询师”。

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最先

会见的两位外国首脑，分别是日本首

相菅义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6月10日

，美国举行空军演习，日本航空自卫

队和韩国空军均派人参加，这是时隔

三年后，美日韩再次“同框”演习。

拜登政府意欲斡旋韩日关系，修复美

日韩三边协调机制。

“事实证明，任何对于两国间历

史问题的轻率解决，实际上都无益于

韩日关系的深入发展。”天津外国语

大学姜龙范教授认为，不论是以失败

告终的首脑会面，还是美日韩联合军

演，由美国主导的“按头式”的握手

言和，并不能消弭韩日之间深刻的民

族矛盾，尽管目前各方接触频繁，但

韩日关系能否迅速转圜、美日韩三边

协调机制能否在短时间内得以修复，

这一切未必能够如美国所愿。

独岛（竹岛）之争将如何发展？

据日本《读卖新闻》2021年 6月

15日报道，韩方通过外交渠道传达了

文在寅在奥运会期间访问东京的意愿

，以“答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

2018年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韩方

还表示，希望在文在寅访问东京期间

举行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不过，日本外务省随即对该消息

予以否认，称“与事实不符”。外界

认为，迫于日本的经济制裁与美国施

压，韩国近期似乎有对日本态度软化

的趋势。

韩日关系短期内是否能有所转圜？

天津外国语大学姜龙范教授认为

，2022年是韩国总统大选年，保守势

力取代进步势力实现政权交替的可能

性很大，且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为巩

固民望，文在寅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内

，难以在包括独岛（竹岛）争议等历

史问题上向日本做出任何妥协。

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于2021年 9月

结束自民党总裁任期，目前因为东京

奥运会与新冠疫情，菅义伟显然已是

分身乏术。对他而言，现在不是一个

与韩国因为独岛（竹岛）等历史问题

“缠斗”的好时机，甚至为了挽回部

分民意，他必须对韩继续采取强硬态

度。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近60个国

家存在岛屿争端，占全世界沿海国总

数的40%。全世界共有380多处国家间

的海洋边界需要最终划定，而目前只

解决了约1/3，岛屿争端已成为国际关

系中的普遍现象。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对领土

怀有天然的强烈渴望。”黑龙江大

学安日成教授指出，日本与中国、

俄罗斯都存在岛屿争端，外界普遍

认为，系列岛屿问题的处理互相联

动，日本国内不管哪个政党上台，

都不敢轻易在任一岛屿问题上作出

大幅动作。

“独岛（竹岛）归属悬而未决的

现状或许将长期保持下去。”吉林大

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巴殿君教授

认为，独岛（竹岛）涉及国家领土主

权问题，难以得到实质性解决。但从

长期来看，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背景

下，日韩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加之美

国等外部力量的介入，日韩关系会在

矛盾中继续向前发展。

独岛还是竹岛？韩日关系再陷僵局
七国集团（G7）峰会于2021年6月13日在英国闭幕，日本

以韩国定期举行的“独岛防御演习”为由，让韩日首脑会谈临
时取消。

因东京奥运会官网地图将“独岛”标记为日本领土，以及
日本自卫队宣传片将“独岛”标为“竹岛”等问题，韩日近期
争执不休，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6月11日，参加

七国集团领导人峰

会的领导人在英国

康沃尔郡的卡比斯

贝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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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的的《《JJJJ觀點觀點》》
一帶一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一帶一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MAIONEMAIONE

（本報記者黃梅子）中國的"一帶
一路"倡議提出後便得到國際社會的積
極響應。在隨後的實施過程中,"一帶一
路"所迸發出的活力以及取得的發展都
是令人驚嘆的。在構建"命運共同體"的
潮流下,中美兩國的關系發展卻極不穩
定。尤其是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爆
發給世界政治和經濟投上了一層"陰影"
。而逐漸在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的"
一帶一路"可以借助第三方搭建一個與
美國合作的平臺,同時利用"一帶一路"
提升中國自身的科技實力,實現企業轉
型,打破美國的貿易壁壘,促進兩國進出
口達到平衡,讓兩國關系走上利好。

拜登政府現在呼籲啟動“美國版
的一帶一路”來抗衡中國在世界的影
響。認為美國可以做得比中國更好。
這項建議引發不少議論，有學者認為
，美國鼓勵自由競爭，“一帶一路”
不是美國的做事方式。

美國專家分析說，作為中國爭霸

全球戰略的重要部分，中國政府通過
“一帶一路”項目與亞非拉發展中國
家建立經濟和外交聯系，並以保護這
些項目利益為由進行軍事滲透。但美
國的公共討論對此重視不足。中國政
府近年來不斷升級的軍事、外交挑釁
和人權迫害已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
對參與一帶一路產生遲疑。有議員呼
籲拜登政府抓住這一時機，開始重視
在美國對外政策中“常被忽視的國家
”，給這些地區選擇美國的機會，以
此抗衡中國影響力，防止世界體系為
威權主義所脅迫，這有利於美國的
“外交和經濟健康”。

但美國的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美
國鼓勵自由競爭，但 “一帶一路”不
是美國的做事方法。美國不該在與中
國的競爭中效仿中國的做法。美國應
對大國競爭的最佳方式是鼓勵自由競
爭，美國的世界影響力該來自於倡導
透明和自由競爭的國際體系。

美國的影響力就是自由
，“一帶一路”這類高度
依賴政府調控的項目只會
浪費巨額資源，並損害美
國倡導自由競爭的世界形
象。美國增強海外基建項
目投資固然有戰略價值，
但現在不是時候。疫情當
前，拜登政府的重心是重
振美國經濟。融合成熟外
交和策略性幹預的美國對
外政策和美國國內的發展
密不可分。在這一點上獲
得足夠的美國公眾支持和

兩黨共識是個挑戰。
美國目前仍在美中競爭中占上風

，不管是軍事實力還是高新科技領域
的領先優勢。盡管美國近年來在軟實
力上面臨一些挫折，但仍然領先於中
國。在海外基建投資方面美國該有自
己的步調和預期，沒必要非得在數量
級上和中國平分秋色，畢竟中國在這
上面已經領先太多步了。

而且。中國不少一帶一路項目的
質量收到批評，比如財務不透明、腐

敗滋生、破壞當地環境、工人權益不
達標等等。美國可以針對這些問題提
供一個更高標準高質量的選擇項。中
國在部分地區通過基建項目大造監控
系統，輸出威權主義，美國在這方面
顯然也能提供侵入性更小的選擇項。

比如，美國該重點投資像菲律賓
這樣又對中國產生遲疑又是美國關鍵
區域盟友的國家。

請看美南國際電視15.3《JJ觀點》
，本期話題—休斯頓新聞名人馬健、

國際貿易中心名譽主席金諾威談----
一帶一路對中美關系的影響。

請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頻道的
《JJ觀點》，美南國際電視已加入北
美最大的中文電視平臺，您家如果安
有 iTalkBB，收看效果更好！也可以在
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youtube上
搜索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
道，隨時收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美南國際電視多平臺覆蓋，您隨時隨
地都可以收看到美南國際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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