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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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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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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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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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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美
國人財富不均情况加劇。這
篇研究報告由智庫哈德遜
研究所的學者約翰-韋徹爾
所寫，而韋徹爾曾在住房和
城市發展部擔任副部長。

據悉，這份研究報告利
用美聯儲消費者財務狀况
調查的數據，將 1983 年至
2013 年的財富分配情况進
行了對比。調查收集了從房
地產到股票，到郵票，到硬
幣等各類資產的信息，每三
年才發布一次。韋徹爾可謂
是美國財富分配方面的權
威之一，這份調查報告也是
分析美聯儲的數據的一系
列報告之一。

總的來說，中等階層的
人士財富中值縮水了43%。
人們很容易將財富與收入
混淆在一起，但是它們完全
是兩碼事。收入是人們勞動

所得，是收入價值流。而財
富則是價值儲備。迄今為止
和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有
關的觀點並不能應用到財
富上。但是美聯儲最新調查
報告顯示財富不平等情况
急速加劇。

1983年至2007年，美國
的財富從24萬億美元翻至
原來的三倍---73萬億美元
，家庭平均財富從28萬美元
翻了一番多至62.5萬美元，
家庭財富的中值從8萬美元
增加了70%至 13.6萬美元，
但是同期的不平等程度卻
基本保持不變，大蕭條引發
財富暴跌以及不平等程度
激增。

2007年至2010年，美國
財富從73萬億美元跌至62
萬億美元。截至2013年，又
小幅增至65萬億美元，與此
同時，家庭平均財富跌至

52.8 萬美元，家庭
財富中值跌至 8.1
萬美元，與1983年
的水平相差無幾。
這樣的情况與其

他幾次蕭條後的狀况都有
所不同，後者出現的財富減
少只是暫時的，並且迅速回
升。儘管所有收入階層擁有
的財富都有所減少，但是中
等收入美國人受到的衝擊
最大，這主要是因為產權及
房地產的價值下滑。
潛在的解决方案

能采取什麼措施修復
房地產行業呢？財富不平等
加劇的主要原因又是什麼？

房地產部門存在的一
個關鍵問題是政府努力提
供貸款風險補貼。正如哥倫
比亞大學教授查爾斯-卡洛
米裏斯上周在華盛頓演講
時闡述得那樣，房產融資風
險補貼一直是且還將繼續
是金融系統穩定性的一大
威脅。

有權勢的政治利益方

游說政府資助房地產貸
款，從而允許他們以較
少的資本利潤率進行運
作。此外，他們還鼓勵按
揭貸款，這樣就為低收
入者買房提供了可能。
卡洛米裏斯建議逐步淘
汰房利美和房地美，並
且將首付款比例要求從3%
提升至 20%。他還指出，預
期資助貸款，還不如幫助低
收入群體鎖定長期利率，這
樣他們就不會受到貸款成
本增加的影響。

卡洛米裏斯還建議通
過財產調查來確定補貼額
而非按照特定比率補貼。這
已經在澳大利亞付諸實踐，
在那裏每個人都可以收到
7000美元的首購房補貼。這
一做法有助于買房者未來
供房，穩定了杠杆率。在資
產調查基礎上，政府還可以
幫助首購房者降低首付款
比例。此外，政府還可以減
免那些買房者的特定稅收。
這些措施都能在不增加杠

杆比率的前提下為人們買
房提供補貼。
更低的稅率，更少的監
管規定

毫無疑問，減少財富不
平等水平最重要的途徑是
促進經濟發展，這樣中等階
級人們就能獲得更高收入
的工作，在收入階梯上爬得
更高一些，從而能夠買房、
償還助學貸款、買車等。

這意味著特朗普總統
和國會應該加快稅務和監
管改革以提高經濟增長率，
而不是將其保持在2016年
的1.9%水平。更多的收入將
帶來更多的財富，減少不平
等現象。而財富的分配可能
又回歸歷史常態。(取材僑報
網)

暴跌了近一半
美國中等階層人士淨資產財富美國中等階層人士淨資產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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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年大興土木後，美國房屋供給已
經趕上需求，這使得房東不太可能大幅提高租
金。但是，租金仍然很高，房客也別期待房租會
很快下跌。房租與各地工資及經濟成長關係密
切，導致全美各地房租的差異很大，在紐約及
邁阿密，超過一半的家庭收入被用來支付房租
，但在賭城拉斯維加斯，房租只占20%的家庭

收入。
德州首府奧斯汀是全國最負擔得起的城

市，當地是新興科技中心，工作和工資增長強
勁。這使得當地房價快速上漲，但與收入相比，
租金仍然相對較低。據公寓樓管理公司 Ap-
pFolio 的研究顯示，奧斯汀市居民平均每月
23%的月收入花在租金上。

根據AppFolio的研究，
最負擔得起的租賃城市是賭
城拉斯維加斯。在房貸危機
期間，拉斯維加斯是法拍屋
的重災區。這使得當地房價
相對便宜，因此租房的人較
少，導致房租便宜。

美國房租最負擔得起的
五個城市是：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20%的薪水付
房租）、印第安納波利斯（In-
dianapolis，21%）、鳳凰城
（Phoenix，22%）、奧 斯 汀
（Austin，23%）及亞特蘭大
（Atlanta，23%）。

AppFolio 公司產品開
發副總裁 Nathaniel Kunes

說：“在許多市場，供給終于
趕上了需求，所以租金增長
開始放緩，在經濟衰退期間
，基本上建築停頓，因此沒
有新的房產上市，需要幾年
的時間才能趕上需求。”

在另一方面，紐約和邁
阿密（Miami）是全美房租
負擔最重的城市。居民每月
需用超過半數的收入支付
房租。美國房租最難以負擔
的五個城市為：紐約（58%）
、邁阿密（54%）、洛杉磯
（47%）和舊金山（46%）及
波士頓（45%）。

對租房者來說，上面這
幾個城市房租難以負擔並
不意外，但有一些城市的房租意想不到的昂貴
。這些城市主要在美國中西部地區，當地需求
在上升，供應相對停滯。

AppFolio公司副總裁Kunes說：“中西部
地區現在很熱，過去當地的失業嚴重，租金一
直下降，使得房產供大于求，”“現在人們正在
向該地區遷徙，工作正在回歸，與美國其他地

區相比，中部地區的租金仍然比較便宜。”
雖然比較便宜，但房租增長很快。明尼蘇

達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地區，房租以4%年增
率增長，是邁阿密市租金增長的兩倍。印第安
納波利斯租金上漲速度比波士頓快。紐約是全
美最難以負擔的城市之一，但當地房租實際上
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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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負擔最重和最輕的五大美國城市房租負擔最重和最輕的五大美國城市

在特朗普當選月，一項美國全國性房價指標連續第三個月
創新高。儘管按揭貸款利率持續走高，美國房價仍未見增長放緩
跡象，發布數據的機構認為，房產泡沫破滅的創傷已痊癒。

當地時間1月31日標準普爾公布，2016年11月標普/凱斯席

勒（S&P/Case-Shiller）全美房屋價格指數同比增長5.6%，較前月
5.5%的修正後增速進一步擴大，刷新最高紀錄。

標普/凱斯席勒全美房屋價格指數再創新高，2016年9月和
10月該指數增速已先後創金融危機以來新高，增速均超過5%。

標普同時公布的 11月全美20
大城市房價指數同比增長5.3%，高
于5.1%的前月增速。其中西雅圖、波
特蘭和丹佛房價漲速最快，分別為
10.4%、10.1%和8.7%。11月全美十大
城市房價指數同比增長4.5%，前月
增長4.3%。

對于標普/凱斯席勒全美房價
指數增速近來創最高紀錄，發布數
據的標普道瓊斯指數指數委員會主

席和執行總經理David Blitze評價：“可以認為，房產市場已經從
始于十二年前的繁榮-崩潰周期中痊癒。”

Blitze指出，房產復蘇得到了一些經濟因素支持：低利率、失
業率下降、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增加。但Blitze也提到，最近按

揭貸款利率有上升跡象。
華爾街見聞上月文章提到，在就業市場持續向好、按

揭貸款利率處于低位的背景下，美國房產市場需求回升、
房價回漲不算意外。

然而，在美聯儲2016年12月加息後，美國按揭貸款
利率料將進一步走高，這類利率走高通常會打壓房價上
漲。加之薪資和個人收入增速有限，薪資增長可能趕不上
房價漲勢，美國國民住房支付能力會削弱，房價猛漲的勢
頭今年可能難以持續。

《華爾街日報》也在最新標普/凱斯席勒房價數據公
布後指出，按揭貸款利率和房租增長回落可能開始影響
房市。經濟學家認為，這些正在萌生的趨勢可能影響今年
春夏房市旺季，未來幾個月要密切關注。(文章來源：網絡)

房價連續三月創新高房價連續三月創新高
德州首府奧斯汀是全國最負擔得起的城市

紐約是全美房租負擔最重的城市

美國房產泡沫破滅創傷痊癒美國房產泡沫破滅創傷痊癒

標普11月全美20大城市房價指數標普/凱斯席勒全美房屋價格指數再創新高

星期一 2017年2月20日 Monday, February 2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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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對美國擁有房子的家庭來說，住
房開銷是每月最大一筆的費用，且大
部分費用毫無疑問來自抵押貸款，還
有房屋保險和地稅等。單從地稅來看
，美國各州有很大不同。

據“今日美國”報導，事實上，地
稅是無數房主的巨大負擔，在美國某
些州，地稅輕易就超過按揭付款費用
。如新澤西州2015年的平均地稅增至
8,353美元。

那麼，美國各地的平均地產稅率
是多少？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數據，
典型家庭每年花費2,127美元的地稅
，但在美國的一些地區，房主可能要
支付超過平均地稅10倍的數額。由于
地稅是房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費用，
當你買房時，需要考慮地稅費用。

買房要綜合考慮房價和
地稅

全美範圍內，夏威夷、阿拉巴馬
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特拉華州的房產
稅稅率最低。與此相反，新澤西州、伊
利諾伊州、新罕布什爾州和威斯康星
州的地稅稅率最高。

如果你想買房，需要考慮地稅如
何影響整體住房成本。但請記住，地
稅稅率是基于房屋價值多少而定。一
個州（或一個州內地區）可能地稅稅
率高，但房價低，整體看來比其它地
方更實惠。

以夏威夷為例，雖然夏威夷擁有
全國最低的稅率，但它的房價中位數
仍然很高，約 504,500美元。與此同時
，特拉華州的房產稅率幾乎是夏威夷
的兩倍，但房價中值僅為23.29萬美
元。

這意味著，如果你在夏威夷擁有
價值504,500美元的房子，將每年支
付1,412美元的房產稅。但如果你在特
拉華州擁有價值232,900美元的房子
，你每年將支付1,234的地稅。

不僅如此，232,900美元的房屋
按揭付款也低于價值504,500美元的
房子每月付款。換句話說，雖然地稅
確實影響住房成本，但買房時還是要
整體考慮。

地稅在上漲
買房時需要瞭解關于地稅的另

一件事是，即使在房價下降時期，地
稅也會增加。2000年，美國房主支付
了大約2470億美元的房地產稅。到
2010年不久之後房地產泡沫破滅，但
在房地產市場恢復之前，這一數字卻
攀升到4760億美元。

雖然你不能預測未來的地稅，也
不能太大意，買房子還是要保守一些
。一般來說，房屋成本（包括保險和地
稅在內）不應超過家庭收入的30%，
如果每月在房子上的花費已經很高，
如果下一年地稅增加，就可能入不敷
出。

另一方面，也需要考慮各地繳納
地產稅所要求的方式，例如，在一些
地方，居民需要使用挂號郵件郵寄房
產稅；而在其它地區，居民除了繳納
稅款外，不得不支付私人運輸費。

此外，不要忘記房產可以獲得很
好的扣稅。如果你的房產稅較高，每
年報稅後獲得退稅也多。

總之，無論是首次買房還是考慮
搬家，請務必注意房產稅在總體住房
成本中的份額。

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數據，典
型家庭每年花費2,127美元的地稅，
但在美國的一些地區，房主可能要支
付超過平均地稅10倍的數額

以下是美國地稅稅率最高和最
低的10個州：

稅率最低的10個州：
1、夏威夷

地稅稅率：0.28%

2、阿拉巴馬
地稅稅率：0.43%

3、路易斯安那
地稅稅率：0.48%

4、特拉華州
地稅稅率：0.53%

5、華盛頓DC
地稅稅率：0.57%

6、南卡
地稅稅率：0.57%

7、西弗吉尼亞
地稅稅率：0.59%

8、阿肯色州
地稅稅率：0.62%

9、科羅拉多
地稅稅率：0.62%

10、懷俄明州
地稅稅率：0.62%

稅率最高的10個州：
1、新澤西州

地稅稅率：2.29%
2、伊利諾伊

地稅稅率：2.25%
3、新罕布什爾

地稅稅率：2.1%
4、威斯康星

地稅稅率：1.97%
5、德克薩斯州

地稅稅率：1.93%
6、康涅狄格

地稅稅率：1.91%
7、內布拉斯加州

地稅稅率：1.88%
8、密歇根州

地稅稅率：1.83%
9、佛蒙特

地稅稅率：1.72%
10、羅德島

地稅稅率：1.61%
(文章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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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稅稅率地稅稅率最高最高和和最低最低的十個美國州份的十個美國州份

在美國買房子，除了房價本身外，還有一些必須要
花費的費用。那麼，如何計算房地產交易的最終費用？

比如說看中一個房子成交價為一百萬，而作為買
家來說最終需要支付的費用可能超過一百萬，這中間
就存在一些其他的費用。

附加費用一貸款銀行的費用
如果在銀行貸款買房，銀行會收取手續費及相關

費用。

附加費用二公證公司的費用
公證公司會幫助你做產權交易手續。

附加費用三房
屋檢查的費用

買房時需做
房屋檢查確保房
屋無隱藏問題，比
如是不是有白蟻
等表面看不見的
問題。

附加費用四房
屋保險費用

買房後還是
推薦購買房屋保
險，因為房屋保險

不僅會保障房屋價值還包含了責任險。
比如家裏有游泳池，有客人來家裏在游泳池邊上

滑到了，這就是屬於房主人的責任部分，可以先和保險
經紀確認責任險是否包含這部分的理賠。

再比如有路人從你家門口的路上走過摔倒了，因
為家門口的路是屬於你家的，作為屋主來說也是有責
任賠償的，也需要確認房屋保險是否包含這一項的理
賠。

附加費用五產權
保險的費用

產權保險是對于
房屋產權的保險，購買
產權保險後會保障屋

主的權益，這
樣不會有其他
人能再聲稱對
此房屋有所有

權。(文
章來源
：網絡)

如何計算房產交易的最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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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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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社會，有兩樣東西，你一生是逃不脫的: 一個是死亡，
另一個是納稅。在美國，報稅是檢驗一個社會成員責任操守和誠
信良知的試金石。那麼做為不是美國人的外國人在美國投資房
產後如何報稅呢？

何謂外國人？
持綠卡者，從進入美國那一刻，便已成為美國納稅人；歸化

的美籍公民，必定是當然的美國納稅人，在稅務上被統稱為定居
外國人（Resident Alien），與一般美國納稅人完全相同。

未踏足美國的外國人，當然保留外國人(NonResident
Alien)身份，但在美國只是暫時居住的外國人，只要在美國停留
的時間達到183天，也有可能變成美國納稅人，也可能在稅務上
成為ResidentAlien，要像美國人一般，為全世界的收入報稅。時
限及計算方法如下：

其一，假如外國人一年內居住在美國183天或以上，即使沒
有永久居民身分，也被視為稅務上的美國納稅人。其二，假如今
年居住在美國31天或以上，而過去三年也曾在美居住，便要將
今年居住的時間，加上去年居住時間的三分之一，再加前年居美
時間的六分之一，若總數達183天，便自動成為美國納稅人。

幾種較特別的情况，不被計算在居美時間內：加拿大和墨西
哥居民白天過境工作、在去外國途中于美國過境、外國船隻船員
在美停留、由于健康原因不能離開美國的時間、留美學生的頭五

年等。

外國人稅務好處
假如在稅務上符合外國人(Non Res-

ident Alien)身分，在美國賺取的聯邦公
債利息、銀行利息及買賣股票或共同基
金賺取的「資金增值(Capital Gain)」收入
，完全免付任何美國稅，銀行或股票經紀
行亦無需扣30%的預繳稅(Withholding
Tax)。

外國人由于沒有社會安全卡號碼，
在美國銀行或股票經紀行開設帳戶時，
須填寫W-8BEN表，以證明其外國人身分
。這份W-8BEN表格的有效期是三年，三
年後須再填，否則銀行將扣除預繳稅。

一些持外國身分的家長，為求便利，
與已是美國公民或居民的子女，聯名開
銀行或股票戶口，既讓子女代管財務，也
方便子女繼承其遺產。稅例規定，聯名戶
口的每一個持有人都須填寫W-8BEN表
格，如其中一位持有人是美國公民或居
民，便不能填寫W-8BEN表格，結果令該

帳戶變成由美國人擁有，失去外國人免預繳稅和免收入稅的好
處。

外國人房地產收入
外國人可以在美國自由購買出租房地產，但租金收入和將

來賣出時得到的資金增值收入都是個人的收入，需要繳付入息
稅，情况與一般美國納稅人無异，只不過他們要用1040NR表格。

外國人申報收入稅，稅率與美國人一樣，可是，外國人不能
享用以下兩項扣稅的優惠：

個人免稅額(Personal Exemption)–美國納稅人每人有3千
9百五十元個人免稅額，已婚共同報稅者可得7千9百元個人免
稅額，家中有受撫養人(dependent)者可以得到更多個人免稅額
，而免稅額減低要課稅的收入和收入稅。外國人利用1040NR報
稅表時，只能享用一個個人免稅額，除非該外國人是加拿大或墨
西哥公民，或是南韓公民。

標準扣稅額(Standard Deduction)–美國納稅人
可而使用起碼6千2百元標準扣稅額，已婚共同報稅者
有1萬2千4百元標準扣稅額。可是，外國人不能使用任
何標準扣稅額，只能選擇使用逐項扣稅(Itemized De-
duction)。假如該外國人完全沒有在美國居住，沒有任
何逐項扣稅的項目，便等于沒有任何扣稅的優惠。

因此，外國人雖然收入稅率與美國人相同，實際
的稅金比美國納稅人稍高。

外國人賣屋時的收入
有一條稅例，名為 Foreign Investmentin Real

Property Tax Act of 1980(外國人投資房地產稅例，
或簡稱FIRPTA)規定，外國人在賣屋時的增值收入並
非稅率比較低的「長期資金增值」(Long Term Capi-
tal Gain)，而是當為普通收入(Ordinary Income)，要
按稅率計算稅金。

此外，外國人也面對預繳稅(withholding tax)的
問題，稅例上規定，假如賣屋者是外國人，而該物業

不是自住和售價超過三十萬
元，買家或其公證代理便有責
任，要在賣屋款項上扣除預繳
稅，然後交入國稅局。扣除的
金額是賣屋價的10%。不論是
否有資金增值，也不論資金增
值多少，都要扣除預繳稅。

除了聯邦國稅局扣稅的要求外，州政府也有可能規定要扣
除預繳稅。在加州稅局規定，要扣起售價的百分之3.3%，亦是買
家和公證代理的責任。

這兩者都是預繳稅，假如真正的稅款比預繳金額低，當然可
以在報稅時要求將多付了的稅金取回。

外國人遺產贈予稅
每個美國的居民及公民，都有一個遺產免稅額，若遺產市值

不超過該金額，就完全沒有遺產稅。
目前，遺產免稅額是每人5百萬元。這個遺產免稅額全部可

以在生前預先贈予，即將自己的資產送給他人，只要在免稅額以
內，即可免付贈與稅。此外，每人每年可以另外贈送任何一個人
一萬三千元，同樣免付贈與稅。

外國人如果在美國有產業，逝世後的遺產稅如何計算？除了
在美國的銀行存款不計算外，其他在美國股票經紀行戶口中的
股票、債券、甚至房地產，都算遺產。外國人在美國的遺產，只有
6萬元免稅額，所以可能會有相當重的遺產稅。

外國人把這些將來被算為遺產的資產，作生前贈予又如何
呢？外國人亦有每人每年1萬3千元免贈與稅的條例，可是他們
僅有6萬元遺產免稅額，且不能在生前預先贈予。所以外國人將
在美國的資產作贈予是有困難的。外國人要將在美國的房地產
免稅贈送給子女，需要先成立公司，將房地產放入公司，然後將
公司股票作贈予，因為股票是屬於Intangible資產，沒有禮物稅
。

順便一提，外國人假如去世，產業一樣要通過法庭認證(Pro-
bate)的過程，才能由受益人繼承，除非該外國人在生前已經成
立生前信托。換句話說，外國人假如在美國用個人的身份投資房
地產，應該由律師設立生前信托，去避免將來需要通過認證。(取
材網路)

投資美國房產怎麼報稅
AA44房地產現況4Status of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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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知道需要攢錢才能買房。但租房
並不是一個讓你積蓄越來越多的可行之路。租
房時，不管是租住芝加哥的一居室還是波士頓
的上流社區，租房者必須要做好支付額外費用
的準備。

僑報網提醒租房者，避免支付一些隱藏費
用，最好的辦法就是了解它們到底是什麼，並學
習一些策略，以降低租房成本。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列出的一些
簽署租約前要考慮的一些費用細則，以及如何
處理它們的方法，對租房者很有參考價值。

1.搬家費用
如果你已為搬家麻煩了大學同學無數次，

或者這次要大動干戈，那麼你需要雇用搬家公
司。

不過這裏可能會有你沒有考慮到的額外費
用。如果從車上搬東西到你的門口距離超過75
英尺就需額外付超距離服務費。

同時，要確保搬家
公司擁有一般商業責
任險，以防止搬家時造
成的不必要的物品、家
具以及房間的損壞。

2.倉庫租賃
在搬到新家之前

你的物品是否要存放？
租一個倉庫？也許，但
這不是你唯一的選擇。

倉庫一般都不會
太貴，但你的財物需要
搬來搬去。更好的選擇
是使用便携式存放方
式，如搬家貨櫃 PODS
或Zippy Shell。

如果遷入和遷出
是在一天之內，建議你把所有東西都放在租來
的卡車裏，並支付隔夜費用。

3.申請費
房東收取申請費是為了對租戶進行背景和

信用檢查。如果房東要履行這一程序，那麼這筆
費用就落在租戶頭上了。

許多房主只收取背景和信用檢查的相關費
用，有些房主還會為因此付出的時間收費，有些
州甚至會調整房東收取的額外申請費的數額。
但如果房東收取的費用過高，你租住的房子一
定位于不受監管的州，在這裏這一費用可高達
200元。

不過這一費用是可以協商的，如果你的房
東收費過高，你可能在與一個無良房東打交道。

4.保證金
大約一半的州法律規定房主收取保證金的

數額，通常是一個或兩
個月的租金。在沒有相
關法律條款的州，地方
政府有權進行規定。如
何瞭解房東是否誠實，
只看他收取多少保證
金就知道了。

同時，你還不能跳
過支付最後一個月的
租金，這筆錢用于租住
期間租戶對住房造成
的超正常損壞的賠償。
如果房子保持良好，這
筆費用會退還給租戶。

5.最後一個月的租
金

許多房東要求租房
者在住進來之前支付最
後一個月的租金，如果你
對這個住處滿意，預計你
要支付三倍的月租金：第
一個月的，最後一個月的
和保證金，儘管你還未住
過一晚。

6.電梯服務費
如果你不住在高樓

的底層，那麼這意味著你
需要電梯服務。

你可以不必支付，但
如果需要，這筆費用並不
便宜。而且收費額有很大
差异，從500元到1,000元
不等（可退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你覺得費用
太高，可與房東進行談判。

7.停車費
除非你搬進紐約市價值2000萬配有專用

電梯可將你的車停在專用停車場的公寓，你可
能需要支付停車費。

停車費大致在每月 20
至100元之間。

8.代理費
喜歡大城市的燈紅酒

綠？你可能需要一位經紀人
在紐約幫你物色一處住房。
在紐約市，標準的經紀人費
是一年租金的15％。當然你
可以自己找房，但經紀人可
以將這一過程變得更加容
易，特別是在你急于找到住
處以便開始新工作的時候。

9.租賃人保險
房東通常要求租戶有

租賃人保險。這樣他們就不
必擔心租戶的財產在火災
或其他災害中損壞。

當然，你可以選擇跳過
這一項，但不管房東是否對
此有要求，投保租賃人保險
對安全更有保障，而且它的
價格也不高，一年的保費不
到200元。

10.寵物費
如果你找到一處住房

可以養寵物，那是再好不過

了。但是，你可能要為這一特權（除非你的寵物
是一個服務性動物）支付一定的費用。
*除了保證金（某些州法律規定）外，一筆額外的
寵物費
*一筆不退還的寵物費（某些州法律規定）
*寵物租金，這意味著你的房租會比無寵物的高
（轉載僑報網）

美國租房 提防10個隱藏費用

搬家費用搬家費用 寵物費寵物費

保證金保證金

租賃人保險租賃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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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6美國生活

美國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
五大方面，即社會安全金、私人公司的 401K 退
休儲蓄、金融房地產等收入、退休金、工作收入。

社會安全退休金
美國的社會安全金體系是全世界最大的。

美國90%以上的工薪族在退休後都可以領到社
安金，對美國降低貧困率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按照法律規定，每一個工作的人，只要工作到一
定年限，退休後每個月都可以從聯邦政府領取
到社會安全金（養老金）。美國的社安金是大衆
式的養老金，因涉及面廣，也成為民眾最基本的
養老資金來源。根據統計，美國65歲以上的工薪
族90%可以在退休後拿到社安金這種養老金，約
占美國老年人退休後總收入的40%。美國人退休
後每月最低的養老金（社安金）沒有底綫，一般
在800美元左右，這主要看一個工作時收入是多
少，但有最高金額的限制，按照2013年的標準，
退休人員從聯邦政府領取的養老金最高金額為
2533美元。

一、社會安全稅
政府規定，凡有工作或生意收入者，都要繳

納社會安全稅，簡稱 FICA，分為退休金稅和醫
療保險稅。前者，占收入的6.2%，但每年有上限，
今年為6,045元，即收入中只有97,500元需要付
退休金稅；後者，為收入的1.45%，沒有上限。這
些稅款在W-2表格上都清楚列明。每年在您生
日前大約兩個月，您會收到社安局寄給您的報
表，上面列出您每年要付社安稅的收入，並已經
獲得的工作點數。

受雇者自付的這7.65%只是社安稅的一半，
雇主要為您付另外一半，即兩項稅共為收入之

15.3%；自
雇者(SEL-
FEM-
PLOYED)
則 需 全 部
自付，即要
為 淨 收 入
繳納15.3%
的稅金，稱
為「自雇稅

(Self-EmploymentTax)」，自
雇稅之上限與受雇者相同
。

二、工作點數
付了社會安全稅，便

可以取得點數，只要$1160
元(2013)收入便可取得一
個點數，每年最多只能獲
四個點數，所以年收入只
需四千元，便可取足四個
點數。四個點數沒有限制
每季一點，故即使只在一

個月工作，只要收入夠，便可一口氣取得全年之
四個點數。

一般退休福利，要求納稅人有四十個點數
才具享受資格，故需工作十年，但也有例外。第
一種例外的情況，是納稅人配偶，即使從未工作
，將來也可取得納稅人退休金的一半（這一半退
休金是額外的，並不影響納稅人本身退休金之
金額）；離了婚的前配偶，假如婚姻達十年或以
上，只要沒再婚，亦有資格得到前配偶退休金之
一半。

另外兩種特別情況，不足四十個點數也可
取得退休福利：一是納稅人不幸去世，即使未够
四十個點數，配偶和子女都可取得福利；二是納
稅人因身體殘障無法工作，可能符合領取「殘障
福利」資格。

三、退休金金額
退休金的金額，主要看工作年期之長短，和

繳納稅金之多寡而定。政府會以您收入最高的
三十五年，來計算可得的退休金。

怎樣可以預估將來可得多少退休金？每年，
在您生日的前兩個月，政府會寄上一份年報，列
出過去每年的收入和將來退休金的估計金額。
假如去年收入未列在年報上，也沒有問題，因為
收入通常要超過一年後才列于年報。此外，假如
未取得四十個點數，亦不會有退休金估計金額。

另外一個估計退休金的方法，就是直接進
入社安局的網址：www.ssa.gov然後點按“選擇退
休金計算器”(CHOOSEABENEFITCALCULA-
TOR)部份，便會見到有三種方法可以估計將來
社安退休金金額。

第一種估計方法最簡單，只要放入個人的
年齡及今年的總收入，社安局便會估計您以前
及以後的收入，來估計將來可以獲得多少退休
金；但該方法只屬粗略的估計。

第二種估計方法，是將個人過去收入等數
據輸入網上，然後網上馬上為您估計將來的收
入，再估計將來可獲得的退休金的金額。這個方
法與您每年領取的報表上計算方法相同。

第三種最為準確的方法，是從網上下載一
個軟件來作出計算。

除了等政府寄上年報，亦可到社會安全局

網址查詢，只要將自己資料輸入即可，也可以向
社安局要求提供一份 SSA7004 表格，或上網下
載該表格。

四、退休年齡
領取退休金最早的年齡是62歲，但提前領

取會令金額終生打折扣，比率視與“完全退休年
齡”(FullRetirementAge)之距離而定。所謂"完全
退休年齡"，以前是65歲，現在已經提高，五十以
上至六十一歲的讀者，要66歲才可避免折扣；四
十多歲的讀者，要到67才可「完全退休」。

提前領取退休金，還要考慮一點，即在“完
全退休年齡”之前繼續工作，其收入可能影響退
休金金額。假如工作收入超過15,120元，超出部
分每2元將少退休金1元。

已經工作了十年或以上的朋友，到了62歲
便有資格取得社會安全退休金，但金額將會終
生减少大約25%。到底是否應該提早領取社安退
休金呢？

個人經濟上的需要，當然是第一個考慮的
因素。其次，應該考慮壽數，因為壽命越長，提早
領取退休金便越不利，可是沒有人能預測自己
的壽數，只有從個人的健康情況，甚至家族的壽
數資料中作估計。第三個考慮因素，是在達到

“完全退休年齡”(通常是66歲左右)前，是否會
繼續工作。在這個年齡之前，假如工作收入超過
$13,560，便開始對社安退休金金額有影響，每超
過這限額$2，便減少退休金$1。達到“完全退休
年齡”後，便不存在這一問題。

有一條鮮為人知道的條例，是假如提前領
取社安退休金，但到了“完全退休年齡”時後悔，
只要在12個月內將過去提前領取的退休金退還
政府，便可領取正常的退休金金額，要退還的金
額不包括任何利息或罰金。所以有些朋友認為，
應該提取領取退休金，然後將金額作投資，將來
將本金退還政府。但這樣做是否有利，除了要看
投資的成績外，還要看是否超過上述收入限額。

五、外國人與社安稅
在美國生活的人，不論打工或做生意，大部

份人要繳交社會安全稅，即 FICA 或 Self-em-
ploymentTax。做工者，雇主及雇員每人要付出一
半社安稅，自雇者則全數自付。

這項稅務是為大家將來退休福利作儲蓄，
但一些持有非移民簽證，而在美國做事者，他們
將來並非在美國退休，這種情況中，他們是否需
要交社安稅呢？若已繳交，他們將來離開美國前
，能否取回有關利益？

根據美國稅例第3101及3111條文中，規定
在美國工作者，都要付 FICA 或 Self-employ-
mentTax，但有數類臨時簽證，是清楚說明無須
繳交FICA稅項；當中包括持有F1及M1簽證的
留學生，交換學者的J1簽證及文化交流Q1簽證
者。除上述數項臨時簽證外，其他持有H1、L1或
TN等類別簽證工作者，都必須繳交FICA，將來

亦無法取回有關福利。
稅例上也提及一些外籍人

士，被外國公司派到美國工作，
而他們要在外國繼續繳付類似
FICA的稅項，他們就可以提出
證明，來獲得豁免FICA稅；但目前只有十八個
與美國有協議的國家居民，才可以使用此稅例，
其中包括英國、加拿大；但中國地區則無此協議
。

六、留學生做工免扣社安稅
有些持有留學生簽證（F-1VISA）的讀者，

雖然平時不能工作，但亦有可能在一些特別情
形下做工，例如在畢業後的實習(PRACTICAL-
TRAINING)期間，將會收到薪金。

這些持學生簽證的朋友，雇主雖然照常要
預先扣起聯邦和州收入稅，但他們不必付社會
安全稅(FICA)，也不必付MEDICARE和失業保
險稅(FUTA)。由于雇主通常都不是那麼熟悉有
關留學生的稅例。有些公司有聘請持有 H-1B
簽證的員工，雖然這些員工都沒有永久居民資
格，但他們的稅務與一般美國納稅人相同，雇主
可能以為持有F-1簽證的也是一樣，所以您應
該主動提醒雇主。

假如雇主為留學生扣起了不應該扣的稅，
怎樣才可以取回呢？雇主或雇員都可以填國稅
局第843號表格，連同簽證文件證明，與及例如
W-2之類的文件，證明被扣起FICA和FUTA稅
，然後寄入國稅局，便可以取回稅款。

以上免扣FICA和FUTA稅的條例，除了適
合持 F-1 簽證的留學生外，也適用于持 J-1，
M-1或Q-1簽證者。

七、居住海外與社安退休金
退休之後假如決定遷居到國外，例如搬到

香港或中國定居，假定已經擁有起碼四十季度
點數，是否可以繼續在國外領取社會安全退休
金呢？

假如您是美國公民，只要不是定居在古巴
或北韓，即使長期在海外居住，都可以要求政府
，按月將退休金寄到國外的地址；如果銀行賬戶
設在香港或日本，政府更可以將退休金，以自動
轉帳方式送到戶口內，但設在其他亞洲國家的
銀行賬戶則不能自動轉帳。

假如您不是美國公民，便有可能無法在海
外取得社安退休金。這個條例有一些例外的情
況。有一些國家的公民，長期居住在海外也可以
領取社安退休金，但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公民
不包括在內。因此，中國、香港、澳門和臺灣公民
即使有美國永久居留權(綠卡)，也在美國工作十
年以上，離開美國超過六個月社安退休金便會
停止。其實只要您連續離開美國國境30天，便已
經算是離開美國了，將來回到美國後要連續居
住起碼30天才算回到美國。(未完待續)

在美國生活瞭解你的退休收入在美國生活瞭解你的退休收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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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k制度
一、401k計劃的來源

大家知道一般美國人都不願意存錢，寅吃
卯糧，年輕時還好，退休時沒錢養老會造成很大
的社會問題。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起美國建立
了強制性的社會保障制度（Socialsecurity),以求
解決美國人老有所養的問題，在這之後，又于20
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401k計劃，作為社安金的
輔助，不是全民福利計劃。

401k計劃是一種由雇員、雇主共同繳費建
立起來的完全基金式的養老保險制度，1979年
得到法律認可，1981年又追加了實施規則，20世
紀90年代迅速發展，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社會保
障體系，成為美國諸多雇主首選的社會保障計
劃。401k計劃適用于私人盈利性公司。

二、401k的運作機制
企業為員工設立專門的401K賬戶，員工每

月從其工資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存入養老金
賬戶，而企業一般也按一定的比例（不能超過員
工存入的數額）往這一賬戶存入相應資金。與此
同時，企業向員工提供3到4種不同的證券組合
投資計劃。員工可任選一種進行投資。員工退休
時，可以選擇一次性領取、分期領取和轉為存款
等方式使用。

三、401k計劃的資金投入
401退休計劃現已成為美國私人公司最主

要的員工退休計劃，員工如果離開公司，這筆錢
歸員工個人所有。如果員工在一家公司工作到
退休，他工作期間所積累下的這些錢就是他的
退休金，到59歲半就可以從退休賬戶領取這筆
錢。由于稅務上的原因，這種退休金人們一般不
會一次全部領出來，而是逐年領取以避免交稅。
雇主和雇員投入到401k退休賬戶所有錢都不需
要報稅，只有雇員在規定年齡領取時才算收入
需要申報個人所得稅。私人企業工作的員工退
休後，企業將不再承擔其退休金的支出，這樣可
以有效減少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

企業如果為雇員提供401k退休計劃，雇員
是自動加入這一計劃，但雇員也可以選擇不加
入。雇主和雇員每個月按照規定比例將資金投
放到退休賬戶上，這些投資當年不必繳納個人
所得稅。雇員在59歲半時可以開始從退休賬戶
上提取退休金，按照每年的收入狀況來繳納個
人所得稅。

在每個月投入多少資金上，401k退休計劃
對私營企業的雇員而言具有彈性。雇員可依據
自己的家庭經濟情況，每月將收入的一定比例
放到計劃中。月收入5000美元的人，如果在退休
計劃中投入10%，就是500美元，一年投入到退
休計劃中的資金可達6000美元。但個人每年投
入 401k 退休計劃中的錢，國稅局是有上限的，
2010年的上限是16500美元。如果一個人的年齡
達到 50 歲，401k 退休計劃每年還可以再增加

5500美元，這樣投入退休計劃中的資金每年可
為22000美元。因為投入退休計劃中的資金享受
延遲付稅的優惠，對于收入較高的人而言，把錢
投入到退休賬戶上也是一種避稅的方式。

通常情況下，雇主投入到雇員401k退休計
劃中的資金為雇員年收入的3%。但有的私人企
業效益好，也願意為雇員提供更好的福利，這些
企業是否可以無限制在雇員的退休計劃中投入
資金呢？答案是否定的。國稅局規定雇主在雇員
401k退休計劃投入資金的上限是雇員年收入的
6%，這種限制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政府的稅收不
至于流失太多。

上面談的是按照稅前收入雇主和雇員每年
投入到401k退休計劃中的資金額度，如果雇員
經濟充裕，不為日常家庭生活所困，想要多投錢
到401k退休計劃可不可以呢？當然可以，但超過
限額的投入是要交稅的。而交了稅也不是想放
多少錢就放多少錢，這裏也有限額。一個人每年
投入到 401k 退休計劃中資金的最高額度是
49000美元。

401k 是 IRA 的衍生物。與 IRA（Individual-
RetirementAccount，或個人養老金計劃）的最大
區別是，401k對于個人收入沒有苛刻的准入限
制，于是可以讓更多的人受益。

四、401k投資注意事項
在美國，只要上班，公司都有 401K 退休投

資計劃，即使你不炒股票不投資房產，因為這個
投資機會的低風險性質，更主要的是因為它延
稅（投進去的錢是工資裏的稅前收入，一天不動
用就一天不用上個人所得稅）和大部分公司的
對等投資計劃。大部分公司的對等投資計劃要
求員工在公司工作一段時間或滿足了一些特定
條件後，只要員工向 401K 投進一分錢，公司就
要按照一定百分比也向員工的401K賬戶投錢。
公司的這部分投入是員工工資之外的。不過這
個401K賬戶並不是簡單放錢進去就行了，你一
定要去本公司的 401K 基金管理公司的網站閱
讀他們提供的不同基金、股票投資組合選項，多
的能有好幾十個，自己選擇，不同選擇收益差別
有時候會非常大。

常見個人退休金的區別
除了401K，美國常見的退休儲蓄計劃還有

IRA 和 RothIRA。IRA 是“個人退休賬戶”的簡
稱，它們與401K的性質區別在于這二者都非雇
主代理，需要由個人主動開設賬戶，雇主不負責
找代理公司代為管理。換句話說，401K賬戶是跟
著你跳槽來回跳的（每個雇主選擇的管理公司
可能不同，對等投資政策也不大相同），但IRA
類賬戶是你自己開設的，你換多少家公司，這個
賬戶也不變。

除了性質上的區別，三者在操作上也有很
多重要差別。
1.401K存儲的是稅前收入，一定年齡（59歲半）

之後可以取出，取出時要對總數，包括這些年的
利息紅利附加增值，上繳個人所得稅；
2.傳統IRA賬戶，個人可以選擇存儲稅前或稅後
收入。如果存的是稅前收入，那一定年齡後（70
歲半）取出的時候也要對總額上繳個人所得稅。
即使存的是稅後收入，多年的附加增值在取出
的時候也還要上繳個人所得稅。401K與IRA的
最大差异主要在性質與時限上：401K有公司對
等投資，IRA 完全是個人行為，與雇主無關；
401K取得早，IRA限制更嚴格，“古來稀”了才能
動用。
3.RothIRA 屬於個人退休賬戶的一種，與傳統
IRA的區別在于它只接受稅後儲蓄，多年（59歲
半）後取出投資的時候就不用再交稅了，包括這
些年內“以錢生錢”所增加的一切利息、紅利等
附加值。
總結：傳統IRA是稅前的錢，也就是說投入傳統
IRA的錢可以抵稅，而ROTHIRA是稅後的錢，
不可以抵當年的所得稅；傳統IRA取出來時要
交稅，而ROTHIRA拿出來時不用交所得稅；傳
統IRA當你年齡達到70歲半時必須開始往外拿
錢 ， 所 謂 requiredminimumdistribution, 而
ROTHIRA 則沒有這一要求;傳統 IRA 在 59 歲
半以前一般不可以拿出來，而 ROTHIRA 的
gain在5年以後可以取出來。

這三種最常見的退休儲蓄計劃各有長處，
也各有缺點，而且政府規定每人每年能夠存入
這些具有延稅或减稅功能賬戶的額度都不太一
樣。選擇哪個，要根據每人不同的收入水平，退
休計劃和對風險的不同承受度來進行。

那末傳統 IRA、ROTHIRA，哪個更好呢？
如果你參加了公司的401K,你收入在$50,000(個
人報稅)或$75,000(聯合報稅)以上，但不到$95,
000（個人報稅）或$150,000（聯合報稅），你沒有
選擇，只能作RothIRA.如果你可以選擇，是作傳
統IRA還是RothIRA則要考慮你現在的稅率高
還是退休後的稅率高。基本來說，如果你認為現
在的稅率會高于退休後的稅率，則因選傳統
IRA，你今天稅率25％，如果退休後只有20％甚
至15％，傳統IRA幫你抵了25％的稅。如果反過
來退休後稅率更高，則因考慮RothIRA。對大部
分人來講，退休後不工作稅率肯定低于今天，傳
統IRA可以幫他們省了較高的稅率，這是其一；
其二，即使你退休後的稅率與今天相等，也依然
是傳統IRA更合算。同樣是25％、$10,000的稅，
今天的$10,000是實實在在的$10,000，而20年以
後的$10,000由于通貨膨脹可能只相當于今天的
$5,000.

大公司和政府的退休計劃 PENSION-
PLAN

政府工作一直給人的感覺就是鐵飯碗，工
作輕鬆，退休金高，他們是怎麼操作的呢？和大
公司有何區別呢？

一般來說，政府雇員不交社保（SocialSecu-

rity)，也不享受聯邦政府支持的
社保福利。以州政府雇員為例，
個人工資的一定比例（例如8%
）交給州政府的 pension 系統，
州政府match工資的同樣比例（這種情況下就是
8%）。工作滿5年，這個match的錢歸雇員所有；
工作少于 5 年，雇員拿不到這個 match的錢，錢
進入pension系統，讓在這個系統裏的人受益。政
府工作滿五年，但在退休之前離開，可以選擇把
錢轉到到你的別的退休賬戶（比如IRA），也可
以留在pension裏面。pension系統的投資管理是
州政府招聘的職業管理人員。每人有自己的獨
立賬號，根據個人的選擇，會和上面談到的401k
，IRA一樣虧損或者盈利。投資回報率有一個複
雜的計算公司，基本是和 SP500index 的投資平
均回報看齊，起伏不大，從7%到10%。另外，所有
政府員工要交medicare。

在這個系統裏幹滿20年，可以55歲退休。
退休後的健康保險按在職員工對待。退休後
pension的數量有兩種計算方式：一是取最高工
資的四年的平均值乘以60%（25年服務是70%，
30年及以上是80%）；二是按你退休時你賬戶裏
有多少錢來決定。這個和你買年金一樣，也是假
定一個 return（在 8%左右），考慮退休的年齡和
預期壽命，再計算你該拿多少。這兩個計算方式
，那個合算，你可以挑那個。（具體情況各州各府
都不一樣，要查詢當地資料，以上數據僅供參考
。）

再看看一家SP500大公司的退休福利：員工
要交6。25%的社安保險，公司match這個6。25%
的社安保險；員工存入自己401K退休賬戶6%的
工資，公司再 match6%。Medicare 私人企業和政
府一樣。公司不管員工的投資，退休後員工自己
處理。

比較兩者的差異：政府拿出來給員工match
的錢要少于公司（差4.25%，政府省了不少錢）；
政府員工在55歲退休後，到medicare進來之前
（65歲），可以享受政府補貼的健康保險；退休後
政府員工的退休金的回報一般情況下要高于自
己拿錢去買annuity，主要是政府有專門的機構
來管理，就節省了管理費用。

從上面可以看出相對于大公司的員工，政
府員工的福利並沒有特別優惠的地方，它實際
上是給州政府省了不少錢。但對員工來講，真正
起了作用的是：
1.pension是強制性的，避免了401K想存就存，不
存就花掉的缺陷。
2.避免了大公司員工存入社安保險，回報太低的
缺陷
3.早退休後的健康福利。

綜上所述，美國的養老金計劃除了政府的
社保金之外，其他的都屬於自己要當投資人，要
選擇合適的基金組合，才能得到豐厚的回報。
Nopain,no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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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現的美國“漢語熱”，激起了國人許
多莫名地自豪感。但是，如果美國的教育，總體
上根本就不重視外語，那麼漢語再熱，能熱到什
麼程度去呢？

美國人並不熱衷學外語
壹般都知道美國的外語教育要求很低，這

實際上也是美國教育界一直在痛心疾呼的壹個
問題。

要求低到什麼程度呢？美國的高考（SAT）
有三部分：Critical Reading（批判性閱讀、通譯

“閱讀”），Quantitive（量性分析，通譯“數學”）和
Writing（寫作），并沒有外語內容。

如果大學入學不要求，是不是中小學就可
以不學了呢？美國對於義務教育的管理，權限在
各州。對美國有所關註的讀者自然不難演繹出
壹個邏輯結論，就是“因州而異”。那是自然的，
美國的事情壹到了各州的層面，是很難一刀切
的。

那麼，美國50個州裏，會不會存在不做任何
外語要求，學生就可以高中畢業、完成義務教育
的情況呢？在如今的現代化社會裏，在教育投入
如此巨大、水平如此高的美國，不可能不學任何
外語就能高中畢業吧？

但是，美國就是有30個州的義務教育沒有
外語要求！

這 出自壹個由各州外語教育負責人組成的
全國性委員會（NCSSFL）在2008年組織的調查，
最後修訂於2010年3月，可以說是最新最權威
的數據了，就算 現在有變化，也不會太大。在要
求外語的20個州裏，新澤西、紐約和密歇根三個
州的要求最為嚴格。因為相關的法律比較複雜，
大致說這3個州是明確要求在小學 裏就要修讀
外語課的，而且最終必須達到壹定的學分要求
才可以拿到高中畢業證書。

而在世界經濟文化重心移向環太平洋地區
以後就壹直處於美國教育聚光燈下的加州呢？
我們不妨看壹下它的具體要求：“學生必須完成
壹門外語課或是壹門視覺或表演藝術課才能從
高中畢業。”

看 到了嗎，外語所處的就是個淺嘗輒止、瞭
解感受壹下、開拓學生視野的地位，還可以用藝
術課去替代。有這洋替代規定的州有9個，在有
外語要求的州裏基本上占了 壹半。而且，在壹
片提高外語要求的呼聲中，這似乎還是壹個趨
勢。比如佐治亞州就是從2012年開始允許學生
用藝術課替代外語課要求的。馬裏蘭州的要求
更現 代化，具體是2個學分的外語課，或2個學
分的聾啞手語（ASL）課，或2個學分的（電腦）科
技課，或是完成壹項州裏認可的職業或技術教
育課程。
在公布的調查結果裏，還有一家機構明確要求
外語，那就是美國國防部教育局，這是一家非軍
事部門，統壹管理美國本土和海外所有軍事基
地裏的中小學教育。他們的要求是2年的外語。

美國國防部對於外語的要求，一貫是受到我們
專業內大為贊許的。

那麼考試的要求呢？要求外語的州很多都
明確規定可以用壹個水平考試來完成外語要求
，通過了考試，就達到畢業的外語要求了。這壹
點跟中國把外語考試設為門檻遴選學生的概念
正好相反，美國的外語考試是幫助學生“脫離”
外語要求的。

到了大學，還有外語要求嗎？
那就更是“因校而異”了，不過壹般像洋的

大學都會在前兩年的基礎教育（GE）階段要求1
年或2年外語課的。大學外語的語種選擇壹般也
比較多，像我就讀時期的UCLA，由我們應用語
言學系主持教授的就有菲律賓、泰、馬來、越南
等好多亞太地區的小語種。

到了研究生階段，分化就更厲害了，有些專
業跟外語關系比較近，要求就會高壹些，但是也
有好些專業就不再要求了。我熟悉的語言學系、
應用語言學系和東亞研究系 等，要求就很高，
要三年的外語學分。這3年可能是集中在壹門，
就是要學的深壹些，也可能要求2門，就是要多
瞭解壹些的意思。這些學分要求可以從本科帶
上 來，也可以通過水平考試通過，還有更人性
化的，像我這洋英語非母語的學生，可以用英語
來頂，填壹張表就完了。

不學外語的美國怎麼會有漢語熱
20多年前我剛開始美國留學生涯的時候，

美國的外語明確分為兩大類。壹類是“普遍教學
外語”，指法語、西班牙語和德語，占了全美國外
語教學的90%，而且當年 的法語還要超過西語。
剩下的10%就歸入了另壹類，“非普遍教學外語
”。而在非普遍教學的外語裏，俄語和日語又占
去了90%。這洋算帳，漢語就和再剩下的 世界上
所有其他語言壹起，僅僅占有美國外語教學1%
的份額。

小學初中基本不學，高中大約每5-6個人
裏才有壹個學外 語的，所有高中生大約又只有
壹半能進大學，還不是每所大學都有外語要求，
這洋美國在學外語的壹共才多少人呢。在這不
多的人群裏，漢語又只能跟世界上其他的 語言
壹起占1%的份額，所以當年要碰上壹個學漢語
的學生，真是難了。

漢語超過了俄語和日語是肯定的，目前在
美國外語教學的份額占比大約在3%-5%之間，
應該是穩穩的美國第四大外語了。不過，如果我
們最間單地拿 18.5% x 5%來計算，“熱”了這麼
多年，現在學漢語的總人數，每百人裏也不到壹
個，并沒有多少，哪兒來那麼熱呢？

這個“漢語熱”，不論是人們的直覺，還是統
計數字上，都有壹個關鍵點，就是從原來的跟天
下好多語言壹起占1%的份額，到了如今單獨占
到3%-5%，從比例上 說，可能就是數十倍數百
倍的增長，所有的報道就是抓住這個角度在做

文章。學
漢語的人
數突飛猛
進地增長
是有的，
可是也不
過就是漲
到每百人
不到一個
人在學，
能 有 多
大了不起
呢？真按
照華文媒
體叫喚了
20 年 的

“漢語熱”
來看，美
國學漢語
的人還不
得跟中國
學英語的人壹洋多了？這就是壹種“煉鋼鐵”、

“放衛星”的宣傳 方式罷了。
就是這一百個人裏在學漢語的這壹個人還

值得再去推敲呢！
學漢語的至少要有90%以上是華裔，這還不

是漢語的特點，是全美國的特點。
大家都有點多語言多文化的背景，孩子大

了產生“尋根”情結，回個頭去學習父輩的語言
文化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發展到了近些年，在美
國的中國移民（微博）和留學（微博）生人數越來
越多，漢語課堂上的華裔學生都不再是壹個傳
統的“尋根”情結了，而是基本上變成了“揀便宜
”情結。

因為中國家庭不但特別在乎在校成績，而
且對爭取成績的過程中能夠占到的便宜還特別
的沾沾自喜。學校的中文課、可以通過中文的水
平考試達到外語要求、SAT II 裏有漢語考目以
及現在高中開始設置漢語的AP課程，這些都被
華裔子弟和家庭視為了不需要付出勞動就能得
到好成績的“便宜”，以至於竟然能有高中才到
美國的 學生，在大學裏修“零起點”的漢語課。
目前加州大學裏的兩所世界級學校，伯克利和
UCLA，華裔學生在往半數上奔，兩所學校修讀
漢語課的學生合計有壹千好多，占了全美國大
學生學漢語人數的三分之壹以上，其實學生基
本上都是華裔，就是對這些傳承外語學習者最
好的壹個寫照。

看國外教育，反思本國教育
美國的教育體系如此忽略外語，源自它自

身的本錢。英語成了“世界語”這其實只是壹個
小小的因素而已，美國最大的語言材富，在於它
是壹個移民國家，操著形形色 色不同語言的人
到處都是，像在洛杉磯，恨不得我所認識的人誰

家裏都還會另外喔門非英語的語言的。這洋多
語言多文化的材富，是無論多少年學校教育的
苦苦追求 也無法達到的。

可反過來想，基於美國對於教育的科學和
認真態度，基於其多語言多文化社會所積澱的
對於第二語言及其習得現象的敏感性，他們這
看似極端的外語教育政策，對於中國還是有若
幹很有價值的啟示的。

給我們學外語的幾點啟示：
第一、外語是第二語言，不會像母語那洋每

個學習者都到達彼此接近的高水平的。我們從
決策到各人各家的外語學習目標上，都應該放
棄拿外語去跟漢語比、或是去跟美國孩子的英
語比這洋不切實際的做法。目標要現實，夠用就
行了。

第二、如同我總是在說的，外語應該等同於
體美勞，就是用來提升壹個人的基本素質而已，
大多數人基本瞭解壹下就夠了，專業的事情不
妨留給少數專業的人才去做。

第三，中國要想普遍提高外語水平，應該撤
底放棄外語考試。作為第二語言的壹個特點，壹
些系統的偏誤（error）會反復出現，甚至終身都
掌握不了的。國內的 考試多半都是在死摳這些
系統上不能掌握的東西，拼的是死記硬背的短
期記憶，對於外語的進步沒有半點脾益。這就是
我們幾代人永遠在背了考、考了忘的怪圈裏打
轉的原因。像UCLA的語言學、應用語言學這洋
全美數壹數二的語言學專業，才不過是要求若
幹年的外語課程（學分），那麼全中國把個外語
弄得像鬼門關壹洋人 人都考，除了勞民傷材、
浪費生命，還能有什麼價值呢？

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美國人真的熱衷學中文嗎？？

養老是每一個人都最終必須面臨

的問題，而一個社會的養老體系不僅

是對公民一生為社會付出辛勤汗水的

回報，也體現著社會的穩定、國家的安

全。美國的養老體 系在西方國家不是

最好的，但卻是最綜合的社會福利安

全網。美國人的養老金體系簡單地可

以歸結為三個依靠：一靠國家、二靠單

位、三靠自己。

美國人養老金的三大依靠
一靠國家

1936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

社會安全法案，如今幾乎覆蓋全民的

社會安全金體系依然是美國最大的社

會福利保障項目之一。這種形式是國

家對所有工作的 人一種最基本的退

休福利保障，同時殘疾人士和哪些孤

兒寡母也可以享受這種政府提供的社

會福利。美國社會安全金項目的設立，

實際上是即要保障工薪族在退休後

能有基本的收入，同時也要兼顧人在

工作中受傷後無法工作時也能有收入

，最後還要考慮一家之主如果過世，孤

兒寡母沒了收入來源，也不能讓她們

斷了收入來源。在2012年，美國約有

5600萬人領取社會安全金，也就是說

每6個美國人當中就有1個人領取社

安金。

美國社安金基金的來源是來自于

工薪族在工作期間繳納的薪資稅，政

府徵收的薪資稅是個人收入的12.5%，

其中單位和個人各承擔一半。政府設

立社安金基 金，只要是全職工作10年

以上的人退休後政府就要按月發錢，

一直到過世。由于社安金是一項全民

性的社會福利。即使退休者還有其他

的收入來源，政府還是照樣 發放社安

金。

美國人退休後每月領取最低的社

安金沒有底線，這主要看一個人工作

時收入是多少，但美國社安金卻有最

高金額的限制。社安局的數字顯示，

2014年，退休人員個人可領取的社安

金月平均額為1294美元，夫妻可領取

的月平均金額為2111美元。在法定退

休年齡退休的人，每月最高可領取的

社安金金額為2642美 元，而延期退休

的人，每月最高可領取的社安金金額

為 3425 美元。如果退休人員過世，家

中未成年的孩子也可以享受過世人員

的社安金。2011年，美國 300萬兒童從

政府處領取到“養老金”。

二靠單位
依靠國家養老某種意義上只能保

證最基本的退休收入，要想退休生活

過得舒適，全由國家包乾

養老金來實現這不現實也

難以做到。所以美國人的

養老金第二個依靠就是靠

單位。美國人工作部門分

類很簡單，一是私營企業，

二是政府部門。

美國單位養老金體系

實行的是雙軌制，國家公

務員和公立大、中、小學的

雇員等在退休體系上實行

每月領取固定金額養老金

的方式，國家公務員領取

的退休金要依 據雇員的薪資、工作年

限及年齡等綜合考量，一般情況下雇

員退休金每月可拿到工作時薪水的

60% 至 80% 不 等，個 別 的 也 會 超 過

100%。私營企業雇員則主要 以 401K

退休計劃為主，雇員退休後401K賬戶

中的資金就是雇員的養老金。私營企

業雇員在退休時能有多少退休金，這

就要看 401K 退休儲蓄賬戶中積攢了

多少錢。有的人做得好，退休時有個百

八十萬美元不是稀罕事，有的人可能

只有個十萬八萬。

401K 退休儲蓄計劃是美國私營

企業最流行的一種雇員養老金體系，

雇主和雇員都需要為退休儲計劃投資

，企業是按照雇員對退休儲蓄

計劃投入的資金比例配套投

入一定比例的資金，一般不低

于雇員月薪水的 3%。401K 退

休儲蓄計劃的資金雇員可以

自己投資，也可以委托經紀人

代理投資。不要說美國人不攢

錢，很多美國人從工作之日起

就加入 401K 計劃，每個月拿

出收入的 5%至 10%作為養老

儲蓄，然後投資股市，到退休

時就有可能攢出幾十萬的養

老金。

三靠自己
美國65 歲以上老人的收

入大致可以有十個左右來源，

但最主要的幾個收入來源是

社會安全金、退休金（私人企

業的401K退休金），這兩項收

入來源是一靠國家、二靠單位的結果。

而美國人養老金的第三個依靠是靠自

己，這包括個人退休儲蓄賬戶上存款、

已償還完貸款的住房收入（包括出租

收益、賣房獲益等）和投資收入、繼續

工作收入等。美國人在養老上不少人

是建立個人退休儲蓄計劃，比如IRA。

建立個人儲蓄計劃最大的好處是這筆

投入在退休前不用繳納個人所得稅，

比如一個人的收入到報稅時需要補交

2000美元的個人所得稅，如果在IRA

退休賬戶上存入6000美元，這6000美

元不用繳稅，而且由于收入額下降，需

要補 交的個人所得稅可能會下降到

1000美元。

退休養老是人生最後的一件大事

，辛辛苦苦一生的老人能安享晚年不

僅是老人之福，也是家庭之福、社會之

福。下面簡單說一下美國65歲以上老

人（基本上是退休者）的收入情況。根

據人口普查局的數據，2012 年，美國

65歲以上老人的年平均收入為31742

美元，中位收入為19604美元。

社會安全金是美國退休人員最基

本的收入來源之一，2012 年，美國 65

歲以上人群中有84%的人每月從聯邦

政府領取社會安全金，社安金收入占

美國退休人群收入的三分之一。低收

入家庭主要依賴社會安全金來養老，

社安金收入占這類家庭收入的80%。

退休儲蓄是美國人養老的第二大

經濟來源，也是廣泛意義上的退休金。

美國退休人群每年從退休賬戶領取的

養老金中位金額為 12000 美元，在收

入最高25%的退休人群中，55%的人每

年從退休賬戶中領取的養老金中位金

額為30000美元。

65歲不退休繼續工作，在美國已

退休人員中，有22%的人在繼續工作，

他們的年中位收入為 25000 美元。如

果是在法定年齡退休，一邊打工還可

以領取全額的社會安安金，而且沒有

需要遭到罰款的處罰。

65 歲以上老人中有 2014 萬多人

有利息收入，占老人比例的46%，年平

均獲得的利息收入金額為3233美元，

中位金額為255美元。美國有853萬老

人有股息收入，占老人總數的19%，老

人股息收入並不多，平均金額為6191

美元，中位金額為 1200 美元。房地產

收入是美國部分老人一項不可忽視的

收入來源，擁有房地產收入的老人雖

然只占老人總數的7%，但他們的年平

均收入有 10935 美元，中位收入為

4000美元。

靠兒女養老在美國不流行，但美

國還是有200多萬老人需要兒女來養

活，他們占老人總數近 5%，兒女養老

人的平均費用為8006美元，中位花費

為2500美元。

最後，美國還有 500 多萬老人依

賴政府的福利來養老，這些福利包括

喪偶福利、老兵福利、擴大的社安金福

利、失業救濟、傷殘福利等，每種福利

的平均金額從6208美元到14010美元

不等。

美國的養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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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的“素質教育”就是放手給孩子自由?
如果你這樣理解，那便陷入了教育理念上的誤
區。曾經一篇熱傳的《你誤會了歐美的素質教育
》一文撰寫的正是中國家長對于歐美素質教育
的錯誤理解，作者及時進行了“撥亂反正”，有理
有據的觀點贏得了不少人的認同：孩子的“放養
”與“民主”不能完全畫上等號。記者也采訪了多
位有過歐美交流 經歷的學生及專家，他們也表
示，歐美孩子的“自由”，其實是有“邊界”的。

博士對比中外家長如何“管孩子”
中國13歲孩子聚會都是父母“在伺候”

《你誤會了歐美素質教育》的作者魏蔻蔻是
一位生物科學博士，曾任職多家國際知名機構。
在文章中，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舉了例子。“每
次回國我都很容易看到 以下的情景：年輕的父
母帶著四五歲的孩子出來聚會，孩子完全不理
會在場的人，到處亂跑，大聲喧嘩，父母都會對
我訕訕一笑：‘我們現在也學歐美國家，讓孩子
自由發展，少點規矩，多點個性!’”甚至是大一些
的孩子，也被父母用自認為是正確的“不干涉”
在驕縱著，“有的孩子已經十三四歲了，在聚會
場合，父母還要督促他們問候其他人。孩子完全
不融入聚會的活動，自己玩手機。

為此，作者產生了困惑，“我連基本的禮貌
都沒有看到;一個十三四的孩子連打招呼都還要
父母教，都不具備一個正常的交流能力，談何

‘素質’呢？”

國外不少家庭聚會，孩子沒有家長允許
不能自己玩

家長們將歐美的素質教育理解為“多給空
間和自由，少干涉”“少點規矩，多點個性”。但在
魏蔻蔻眼裏，真正的歐美教育，其實並不是國人
想像的那樣“驕縱”。

作者在文章中寫下了海外生活中的真實
“歐美教育”，“我先生的家庭是個大家族，孩子
夠多，每次家庭聚會少則三十幾號人，多則六十
幾號人，總要包個度假村 或是大餐廳來搞活動。
我們會給孩子們安排他們的活動空間和時間，
可在絕大多數時間(比如吃飯、下午茶和家庭游
戲時)，孩子們都必須參與和親人的互動。在他
們的活動時間沒到和大人沒有允許之前，他們
不能做自己的事情。”

這僅僅是歐美教育中的一個小小片段。作
者表示，歐美人的教育理念裏，“自由放養”其實
是有邊界的。“上次我先生表哥一家四口從美國
回荷蘭探親，家庭聚會被安排在一個自助餐廳。
夫家的聚會因為人多，有個傳統就是一般吃上
一道 菜，大家就換個位子，好去和坐得遠的親戚
也能聊到天。為此，表哥的兩個兒子，一個十歲、
一個十四歲一開始就被父母打散坐在桌子的不
同位置，都沒挨著父母 坐，讓他們自己多和在荷
蘭的親友自由交流。”

有 游 學 經
歷 的 中 國
學 生 感 嘆
國 外 素 質
教育“更嚴
厲”
“自由”不
等于“放縱
”

袁媛(化
名)是金陵中
學的高三學
生，高二期間
，她參加了一
個交流項目，
到德國北威
州的一所高

中學習了整整一年。“德國的家
庭教育都是有‘章法’的，並不
是很多人想像的那樣‘自由’。”
袁媛的寄宿的家庭是德國的一
個三口之家，“家裏還有一個哥
哥比我大一歲。”十六七歲的中
國高中生，應該有著充分的“自
主 權”了。但在袁媛寄宿的德國
家庭裏，十七歲的哥哥衣食住
行的很多方面，依然還“聽命”
于家人。

“德國家庭做事講究‘報備
’，想要在家 裏開派對，或是想要出去吃飯不在
家裏吃，這些都得提前和父母打招呼，不能一聲
不吭的就走人，晚上回來再告訴父母你的行為。
”袁媛認為，這是德國的教育和中 國教育最大的
不同，“德國的父母給孩子的是適度的自由，但
並不等于放縱。”孩子長大了，但父母依然會拽
著孩子成長的“風箏線”，不讓孩子“跑偏”。

“舉個例子，德國的家庭很重視餐飲禮節，
只有全家人都到齊了才開始吃飯。”袁媛對德國
人的“餐飲之禮”影響深刻，“父母不會對孩子說
，‘餓了就先吃’之 類的話。不僅如此，孩子還得
幫父母承擔一定的家務，如用餐之前的餐具擺
放，就是我和寄宿家庭的哥哥輪流‘值日’的，在
德國父母眼中，這完全是孩子應該做 的。”

“天性”不等于“任性”
在張茜(化名)看來，美國教育的“天性解放

”還是有一定限度的，並不是完全的“任性”。“我
是高一時去美國交流的，按照中國教育的思維，
學校裏安排的課程一定是圍繞著高考來‘轉’的
，但在美國，他們 可不這麼想。”張茜就讀的交流
學校位于美國俄亥俄州，“美國高考的SAT，其
實考察的內容就數學和英語而已，但學校排課
時，物理、化學、生物等課程占的比重卻照樣很
高。”雖然是和高考“無關”的科目，但美國學生
在學習時卻不能“任性”的懈怠，因為這些科目
的GPA成績，以及平時參加志願服務的相關記
錄，都 會成為申請大學時參考憑據，少了哪一科
其實都“瘸腿”。

最讓張茜感嘆的，是美國高中的“體育意識
”。“我的美國同學們對于籃球和橄欖 球的熱愛
讓我驚訝，每天下午，我們都會有一定的時間進
行體育活動，女生打排球，男生打籃球。甚至在
申請大學時，美國同學們都會將‘大學的球隊是
否出色’作 為是否申請這所大學的衡量標準之

一。”回國後，張茜發現，自己竟然對國內的教學
模式不大適應了。“放學後還有做不完的作業，
周末有各種輔導班，和美國學生 的天性釋放相
比，國內的教育要‘改良’的有很多。”

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歐美的“素質教育”
“放養”的前提是有原則的教養

很多人將歐美家庭的“育兒經”和“放養”畫
上等號。但《你誤會了歐美的素質教育》的作者
認為，“放養”應該建立在有原則的教養之上。

“其實我們中國家庭 也有很多有原則的教養方
式，我自己就是從一個家教嚴格的家庭出來的，
所以我的教養和荷蘭的這些規矩不謀而合。這
種教養，教導的是一種對形式感的尊重，也是 對
自律和公眾責任感的培養。”魏蔻蔻表示，在一
個社交場合，最重要的恰恰是恰到好處的自我
約束力。這種能力是從一點一滴、耳濡目染的家
教和社會環境裏學到 的。

為此，作者建議，“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備一
些基本的禮儀和約束力，不要再說‘那是歐美的
自由和素質’，因為這樣的孩子在歐美肯定會被
邊緣化，無法受到歡迎。素質不是歐美才有，一
些價值觀和素養是全球共通的。把放縱當自由，
把任性當個性，這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素質教育。

中國的家長應“洋為中用”
南京市教研室書記、江蘇省特級教師劉永

和曾經到訪過美國等國家，對當地的教育有過
較為深入的瞭解。他表示，中國和歐美的教育理
念，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因此
，便自然展現出了不同的特性。中國教育歷來主
張“苦讀”，希望能培養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西
方則講求個性解放，家長充分尊重孩子，這樣有
利于孩子個性的成長。

歐美孩子也不是完全放養
自由總有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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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了丰富

的人生经验以后才能变得成熟起来。但是,

为什么我们只要碰上有关恋爱的问题,就会

不停地犯同样的、或是低级错误呢？在这

里，小编要讲讲“必须改正的三大幼稚恋

爱毛病”。改掉这些毛病后，也许你就能

碰上一段美好的恋情哦！

1、只看重外表和条件

如果年轻时候的你是外貌协会的话，

当然没问题，但是成人后还是这样的话可

不行。当然，长得实在抱歉，让你无法忍

受的话，你也不必勉强自己接受。但是，

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试着先给对方一次

机会吧。

接触得多了，说不定你会渐渐发现对

方的优点，爱上对方。先不着急恋爱，首

先试着深入了解对方看看吧。

2、总是让男方买单

25岁之后的你，升职了也涨工资了，

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每次约会

费用都由男方付”这种心态，也该慢慢改

变了。

特别是近年来，在一家公司工作到退

休的终身雇佣制也开始慢慢减少。男性的

荷包也不总是鼓鼓的了，所以，偶尔来个

AA制，或是来一次不花钱的约会，也是

不错的选择。

但是，如果第一次约会都不知道主动付钱

讨你欢心的话，这种男人不要也罢。另外

，绝对不要借钱给男人，白给更加不行！

3、故意惹男人吃醋

有时候，女性会故意想激起男人的醋

意。不过有这种想法，只能说明女性没有

get到关键点。如果女性告诉男方“某某请

我吃饭哎”，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男人吃

醋，一般这只会适得其反。

知道了你小把戏的男性只会觉得你愚蠢

，说不定对你的态度会冷淡起来。真正成熟的

女性，不会透露太多自己的事，随时保持神秘

感，从而让男性各种猜测、吃醋。巧妙地让男

性为你吃醋，这可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努力工作，成为一名成功的社会人固

然很好，但是，为了不变成一恋爱就幼稚

十足、一直恋爱失败的NG女人，请一定

要记住以上三点哟。

成熟起來！必須改正的三個幼稚戀愛毛病

对于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这个

问题，一直是女人想挖掘的。因为主

观审美不同，很难说什么样的女人男

人才会喜欢。不过最近科学家做了一

项研究，概括出了吸引男人眼球的特

质。

男人和女人都时常好奇什么样子

才会讨异性的喜欢。很多“专家”想

让女人们相信，抓住男人的眼球其实

很简单，无非穿得清凉一点或者散发

出特定的味道。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

，男性的注意力远比小短裙和好闻的

香水复杂。比如说，女人衣服的颜色

可能会比衣服本身更令人心动。以下

是5种吸引男人注意力的女人：

男人确实觉得化妆的女人有魅力

，不过妆容的类型和位置更加重要。

约会网站及手机应用Zoosk最近分析了

1200 名女性的形象资料，以便确认男

人是不是真的更喜欢“全天然”的样

子，以及如果是的话，是否还喜欢化

妆的女人。比起来没有眼妆的女人，

画了眼影的女人收到男人私信的可能

性高出139%。口红让女人得到约会的

概率也比嘴唇上什么都不抹高出119%

。另一方面，对1800名男性Zoosk用户

的调查表明，男人不大愿意向化了浓

重彩妆或者暗色妆的女人发信息，因

为她们“看起来”不自然。

所以说，女人疯狂投资在护肤品

和化妆品上的行为还是可取的，虽然

男人为此常常吐槽。但是，他们的行

为已经出卖了他们心底真实的想法。

女人身体是她寻求理想伴侣的重

要资本，尤其是其腰围和臀围的比值

，又称腰臀比。男人不仅会把腰臀比

和总体健康联系起来，还会将其与生

殖力挂钩。证据也表明，腰臀比是女

性雌激素水平、肥胖风险，以及对糖

尿病、卵巢癌和心脏病等重大疾病易

感性的重要指症。腰臀比的计算是用

髋骨上方的腰部周长除以臀部最宽处

的周长。女性的理想腰臀比是0.7，男

性的是0.9。

尽管女人的嘴唇和眼睛被涂成彩色

比较不容易激起男人的兴趣，色彩鲜艳

的衣服，尤其是红色的，却相当能吸引

男性的目光。罗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

向男性展示了一些相框为红色或者白色

的女性照片，询问：“你认为此人有多

么漂亮？”另一部分研究者展示了同样

的照片，只不过女人的衬衫被修改成了

红色或者蓝色，然后询问受试男性：

“假设你要与此人约会，而且兜里有

100美元。你愿意在约会中花掉多少钱

？”在红色相框中或者穿红衣的女人明

显更容易被认为有吸引力或者性感，男

人倾向于在与她们共度的浪漫夜晚花掉

更多的钱。为何红色最让男人怦然心动

？请戳这里。

大多数女人喜欢所谓“坏小子”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男人对于女

人带有的不友好特质又有何看法呢？

最近发表在《个体与社会心理学会刊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的一项研究证实，在第一

次浪漫交锋当中，男人的响应性或者

对女人需求、愿望的支持，对女人来

说意义非常小。令人惊讶的是，女人

的响应性却会提高男人对其吸引力的

感知以及性唤起。此外，女性吸引力

会影响一个女人在男人眼中有多少女

人味，并决定男人是否愿意寻求短期

或者长期交往关系。

声音的吸引力对约会双方来说都

作用重大，研究表明，女人更倾向于

觉得声音低沉的男人有魅力，男人却

觉得音调高的女人招人喜欢。和动物

的叫声类似，人类语声表达的情绪能

向听者传达体型信息。所以当女人听

到深沉的男声，她会将其与较大的体

型联系起来。相应地，当男人听到女

人尖细的嗓音，也会联想到娇小玲珑

的身材。

科學告訴妳
男人偏好什麼樣的女人

大千世界

在2月14日情人节来临之际，谷歌

在其搜索主页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情人节

主题涂鸦(Doodles)。这次涂鸦的主角是

一对热恋的穿山甲。谷歌借此机会呼吁

人们关注和保护濒临灭绝的穿山甲。

谷歌搜索主页上的涂鸦名为“穿山

甲之恋”，由四个互动小游戏组成，讲

述的是一只穿山甲为自己的另一半寻找

完美情人节礼物的故事。

谷歌在游戏中设有简短文字介绍穿

山甲的特点与习性，并指出穿山甲是全

球被走私最多的动物。游戏结束后还附

有搜索链接，让人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穿

山甲。

人们还能从谷歌涂鸦的主页前往世

界自然基金会的保护穿山甲专题页面。

谷歌涂鸦是这个搜索巨头为庆祝节

日、纪念某个节日或人物而对其首页商

标进行得临时性变更。据报道，“穿山

甲之恋”是谷歌创作的最具深意的涂鸦

，动画游戏历时一年开发完成。

谷歌情人節塗鴉“熱戀的穿山甲”

籲保護瀕危動物 当地时间11日，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在首府伊热夫斯克举行“饺

子日”活动。当天的活动中，人们共计吃掉7.4万个饺子，创造了世界纪

录。

报道称，11日当天，在伊热夫斯克中心广场，“世界饺子日”活动的

参与者们共吃掉了74059个饺子。活动举办方宣布，这一成绩创造了世界

纪录。

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国家政策部部长拉丽萨•布拉诺娃表示，国际组织

专家前往伊热夫斯克，特别为这一纪录进行登记。她表示，此前在俄罗斯

还从未有过任何人同时在一个地方创造过吃饺子纪录。

据介绍， 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自2015年开始庆祝“饺子日”。

俄民眾慶祝“餃子日”
齊聚一堂吃掉7.4萬個餃子

法国南部一名商人将打车软件UBER告上法

庭。原因是，这个约车应用程序把他和情人约会

的行程发到太太手机里。

这名男子说，有一次，他用妻子的手机约了

车。后来他虽然退出登录，但是，UBER应用程

序继续向妻子的手机推送他的叫车订单。

妻子犹如远程监控，出轨丈夫行踪遭曝光。

后来这对夫妻离婚。

有法国媒体报道说，男子向UBER索赔高达

4500万欧元。

他的律师告诉法新社，客户是应用程序"漏洞

的受害者"，"漏洞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问题"。

至于《费加罗报》称男子提出巨额索赔，律

师不予置评，只说客户希望保持匿名。《费加罗

报》还说，也有其他用户遇到同样的问题。

该报自己做了一项试验，用一部手机登录、

退出UBER，然后用另一部手机约车。后来，软

件将订单推送给两部手机。

报道还说，UBER12月发步更新之前，这个

漏洞只影响苹果手机，安卓好像没问题。

UBER未就个案发表评论。

男子出軌被手機“出賣”
狀告打車軟件索賠巨款

法國女遊客在羅馬鬥獸場刻字
被意大利憲兵隊扣下

为了永远在古城罗马留下纪念，一名45岁的法国女游客在建于公元

一世纪的罗马斗兽场的柱子上刻下自己的名字。然而，她也为此付出了

代价——被国家宪兵队以破坏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建筑物的罪名起诉。

据西班牙《阿贝赛报》2月12日报道，当时她用硬币将名字刻在游客

入口附近的拱形门柱上，身边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儿和两个亲戚家的孩子。

国家宪兵发现情况后马上将这名女游客扣下。意大利《信使报》对

此人是否也曾在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上留下大名提出质疑。

这并非罗马斗兽场第一次如此“受伤”。一年前两名来自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的年轻人也曾用硬币在斗兽场的外墙上刻字。显然他们并不清

楚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刻字后还拍照留念。当时在场的其他游客向国家

宪兵队告发了这两人。被带到警察局后，两人不停忏悔，并表示没有想

到竟然铸下大错。

2014年一名42岁的俄罗斯游客在罗马斗兽场刻下一个巨大的手写字

母“K”，随后遭到起诉，并被判处4个月监禁，两万欧元罚款。

还曾有一名15岁的加拿大学生试图将一块墙砖藏进自己的背包，结

果被发现。然而，最严重的一起事件是一名12岁的澳大利亚男孩在墙上

刻字时，他的父亲竟然在旁边替他望风，以防被国家宪兵发现。

2月14日是西方节日“情

人节”。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

子，日本横滨八景岛海洋公园

的海獭Yutan收到了一份“大

礼”——一个心形大冰块。

Yutan是一只阿拉斯加海

獭，今年16岁。为了庆祝情

人节到来，海洋公园最近每天

都会给Yutan送上爱心冰块。

Yutan抱着冰块悠闲游泳的样

子也是十分“有爱”。

萌萌噠情人節日！
日本公園海獺啃心形大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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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高基数成下降主因

关于1月份中国吸收外资下降的原因，孙
继文表示，从统计数据看，主要是上年同期到
资比较集中，基数较高；同时，1月份春节假
期等因素也造成一定影响。

尽管数量上有所波动，但中国吸收外资的
结构仍继续优化。根据商务部数据，1月份，高技
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54.2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39.9%，其中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
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14.3%和127%。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8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1%，其中信息技术服
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幅
为218.1%和29.5%。

“从产业结构看，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
服务业吸收外资增长、引资结构的变化趋势与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呈现一致性。”孙继
文表示。

此外，从投资来源地看，主要国家/地区对华
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商务部数据显示，1月份，前
10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实际投

入外资总额754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的94.2%，同比增长12.5%；香港、日本、欧
盟28国实际投入金额同比增长21.1%、24.2%和
27.8%。

 市场潜力依旧很大

“1月份的数据虽有波动，但并不代表中国
吸收外资全年的走势。”孙继文表示，从中长
期看，中国吸收外资还是具有很突出的优势和
条件。预计“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将保持在6.5%以上，仍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
场之一。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
放领域持续扩大，现代市场体系日臻完善，营
商环境明显优化，新的发展动能和竞争优势日
渐形成并逐渐巩固，中国吸收外资仍将继续保
持竞争力。

事实上，就中国市场潜力和引资竞争力而
言，外商可关注的投资点依旧很多。

专家指出，未来5年10万亿美元的国内市
场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自贸
区的快速发展及中西部地区待挖掘的广阔市场
等诸多方面都是值得外商关注的中国潜力，同

时也是中国引资的竞争力所在。此外，中国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
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并在放宽外商投资准入
限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出台了 20 条
实实在在的措施，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对
外资的吸引力。

 对外投资缓中向好

1月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有所下滑。商
务部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08个国家和地区的9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
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532.7亿元人民币，同比
下降35.7%，与2016年12月相比，环比降4.6%。

量虽有所下降，但在投资结构、融资渠道等
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却有不少“抢眼”表现。孙继

文指出，1月份，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投资受到
重点关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活跃，企
业对外投资融资渠道趋于多元。

根据商务部数据，1月份，对外投资主要
流向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同比分别增长79.4%和33.1%，流向装备
制造业 22.9 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 2.7 倍。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占对
外投资总额的10.6%，比2016年全年占比上升
2.1个百分点。1月份最大的两个对外投资并购
项目均通过境外融资完成，金额合计83.8亿美
元。

关于中国对外投资未来的发展，商务部指
出，2017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预计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将呈现“稳中趋缓、缓中向好”的
态势。

中国引资仍具突出优势中国引资仍具突出优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邱海峰邱海峰

2月16日，商务部发布的双向投资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2%；非金融类对外直
接投资532.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5.7%。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
文指出，1 月份数据虽有波动，但并不代表全年走势。从中长期
看，中国吸收外资具有很突出的优势和条件，仍将继续保持竞争
力。对外投资方面，2017年，预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稳中
趋缓、缓中向好”的态势。

亚投行的创建被认为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创造性补充与增益，给21世纪的全球经济治
理带来新风。图为坐落于北京金融街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资料图片）

近期爆火的“中国诗词大会”第二
季，不仅让观众重温诗词之美，也让人
们见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参加比
赛的几名外国选手伍淡然、李宜幸、洪
健城等，更是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老外，
不仅有丰厚的诗词积累，更心怀对中华
文化的热爱和向往，醉心于东方的诗意。

李白杜甫“粉丝”不少

“我与中国诗词的第一次接触是李白
的《静夜思》。从那之后，我便开始自学中
国传统文化。”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的美国小伙子伍淡然对本报表示。在“中
国诗词大会”上，他背诵了毛泽东的《七
律·长征》。伍淡然说，这首诗让他身临其
境地感受到令人热血沸腾的长征场景。

“因为汉字，我行万里路来到中
国。走得越近，越发现自己要学习的东
西还有很多。”参加过上届诗词大会、
来自俄罗斯的大卫吐露心声。

在海外的论坛和社交网站上，经常
有学中文的外国网友讨论和分享中国古
诗词。李白、杜甫、苏轼等诗人都有不
少外国“粉丝”。一位名为 AugustusL的
网友用英文写道：“苏轼是我永远的最
爱，他的每一首诗词我都喜欢。”

如今，像伍淡然和大卫这样钟情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京
剧、昆曲、书法、剪纸、国画、功夫等

传统文化的魅力已经风靡全球。

情感共鸣收获认同

谈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缘分”，就读
于北京大学的泰国小伙子洪健城对本报
表示：“在泰国读高中时，我经常参加孔子
学院的文化活动。从那时候起就特别喜
欢中国文化，后来在北大读书时接触到中
国古代文学，发现了古诗词的魅力。”

通过古诗词结缘，洪健城和伍淡然
经常交流心得，以诗会友。平日里，他
们也会写诗词酬唱，玩飞花令比拼。

“能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浸润在
诗词的氛围里，真是一件幸事。”来自
新加坡的李宜幸认为，中国古诗词影响
了她的人生轨迹。12岁时，在母亲的指
导下，她对古诗词产生了兴趣。渐渐
地，诗词成了她喜怒哀乐的寄托、不离
不弃的良伴，也成为她选择留学中国、
到北大中文系就读的重要原因。

传播方式不断创新

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汉字听
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一系列以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节目，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参与到传统文化的
学习传播中来。

“我从 10 岁就开始写诗，像唐诗那
样的格律诗。”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的

墨普德说，“当我在北京领取中华图书
特殊贡献奖的时候，在讲话开头朗诵了
自己写的中文诗：朝暾如金盘，春意渐
阑珊。眺远与思忖，何时观天坛。”

墨普德说，这首五言绝句是自己硕
士毕业那年作的，诗中表达了想来中国
深造的渴望。“我在中学时读过英文版
的唐诗、宋词；16 岁时，开始翻译李
白、杜甫的诗歌。当时是从英文翻译成
孟加拉语，但是感觉失去了原来的韵
味。所以，23岁时，我来到中国留学。”

如今，墨普德已经编译出版了《鲁
迅诗歌选》《当代中国诗歌选》 等著
作。他和中国朋友说好了，请他们按照
年代列出一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以方便
他给海外的读者介绍和推广。

读诗 写诗 译诗

老外爱上中国诗
叶晓楠 高搏扬 弓淑慧

洪健城参加中国诗词大会时随
身携带的笔记本。 采访者供图

点 点

滴 滴

中国人学习英语，除了校园里的学
生，其他人的学习方式五花八门，有的追
美剧，有的迷恋rap说唱，还有的常年坚持
去“英语角”……其实只要是适合自己、
又能提高学习兴趣的学习方式都是好的。
对于外国汉语学习者来说,道理也一样。除
了坐在课堂里，通过课本循序渐进地遵照
常规方法学习中文外，还可以有多个方
法、以多种形式进入汉语世界，比如唱中
国歌、看中国电视节目、学习中医……当
然，学习古典诗词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不久前火遍大江南北的 《中国诗词
大会》 上，几个外国选手格外引人注目。
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包含着汉语的精妙和丰富、显示着汉
语的独到表达形式，因此流传千百年而不
衰。毋庸讳言，学习古典诗词对于母语非
汉语者的汉语水平有着较高要求，但从简
单的篇章入手还是可行的。另外，不少古
诗词已经被谱上了优美的曲调，可以唱出
来。唱熟了，词的意思也就渐渐明了了。

海外汉语教师普遍认为古典诗词是教
学难点。因为首先要让学生达到一定的汉
语水平，其次要让学生理解诗词创作的历
史背景及作者的身世。有一位在美国执教
的老师尝试创新，在课堂上播放电视连续
剧《红楼梦》，再挑选其中经典诗词加以解
释，一下子就引发了学生的兴趣，引领他
们进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美意境中。这
个做法值得借鉴。

如果海外汉语教师开动脑筋，创新形
式，将古典诗词作为学汉语的一个抓手，则
对外国汉语学习者大有裨益。更何况古典诗

词所涉及的范围甚广，在
讲解古典诗词的同时，也
是在介绍中华文化；在学
习古典诗词的同时，也是
在了解中国的历史、风俗
等等。

诗
词
是
学
汉
语
的
一
个
抓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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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相慈／休士頓報導)即使距離夏天到來還有一些時間
，廣受歡迎的休士頓自由月刊夏日音樂節(The Free Press Sum-
mer Fest)主辦單位16日(周三)已迫不及待宣布2017年第九屆的
音樂會陣容，活動將在6月3日至4日兩天盛大舉行。

自由月刊音樂節在休士頓頗受好評，尤其廣受年輕人喜愛，
每年幾乎可吸引數萬人參與，盛況空前，今年將在市中心Allen
Pkwy 上的Eleanor Tinsley Park舉行。

第一天開唱嘉賓將非常國際化，有紐西蘭創作歌手蘿兒
(Lorde)、休士頓當地歌手Solange、唱片製作人與DJ Flume、說
唱歌手G-Eazy、Cage the Elephant樂團、搖滾樂團The Shins
和瑞典女歌手托芙蘿(Tove Lo)等，可說是非常多元族裔融合。

超過55組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藝術家將匯集在此地登台，
同場演出，其他還有Carnage、Post Malone、Lil Uzi Vert、Jon
Bellion、Jauz、Grouplove、Milky Chance、DVBBS、Portugal
、The Man、Big K.R.I.T.、Charli XCX、The Strumbellas等優秀
表演團體，今年也會加入更多舞蹈、嘻哈和獨立金屬搖滾音樂形
式，保證讓喜歡獨立音樂表演的樂迷大飽耳福，為休士頓樂迷帶
來一場夏日音樂饗宴。

休士頓自由月刊夏日音樂節於2009年8月開始舉辦，已成為
休士頓每年夏天傳統。主辦單位表示，每年都吸引非常多人潮，
希望藉由音樂的傳遞，呼籲民眾響應環保，達到綠化音樂節的目
的。除可欣賞看台表演外，周邊也將有不同的藝文表演節目和攤
位，希望帶給民眾視聽衝擊饗宴。

自由月刊夏日音樂節
2017年演出陣容國際化

2121屆國際藝術節中獎名單屆國際藝術節中獎名單 請盡快領獎請盡快領獎
【本報訊】21屆新年園遊會暨國際藝術節

已於2月4日成功落幕，感謝大家的積極參與
及對本公眾平台的關注與支持，美南將會更加
的努力，將最前線、實用、精彩的信息帶給大
家。

凡於當天參加新年園遊會，或於2月4日
23時59分之前關注本微信平台的朋友都可參
與抽獎活動。所有獲獎嘉賓請於周一至周三上
午9時至下午 1時、周四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
午5時之間前來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前台領獎。
地 址 ：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如果您是園遊會當天參與的門票抽獎，會
根據您留下的手機號碼與你聯繫。如果您是微
信關注自動抽獎，請在微信後台留下您的聯系

方式，會與你聯繫確認獎項。請在指定時間前
來領獎。再次恭喜以上中獎者！

今年國際藝術節中獎名單：
紅包獎 (所有紅包都是秉著公平公正的原

則，隨機抽取)：
紅包100元：
GIRISH TEMBE(已領)
紅包50元：
Shumin Cao(已領)、Cherry(已領)
紅包20元：
小凡、名流時尚造型、Huidan Liang、

Robert Byerly、Wang Jeffery(已領)
紅包10元：
angelina(已領)、伍惠珍、Tina(已領)、

Laura run( 已 領)、 Lishan Huang( 已 領)、

Chong Zhang、David Chiang(已領) 、Picheng
、Maggie Lea、Mike Yen

紅包5元：
Chunlai Li、weizhang、Lara、Zz(已領)、

Kevin、強、TIGER、Sally、陳建林、龍舌蘭、
李志維、Winnie Wang、Liya、Hua Zhu(已領)
、Qiyun Zhu、Jenney Ling、Sanmansa Hu(已
領)、Juile Hsu、JIE、Kelly

紅酒獎：
Li Li、 Amy Liu( 已領)、 Ping Wang、 lu

changfeng、Hank、江山如畫、Tracy Pham、
Victor Hu(已領)、Yao Dong、Jia Fan、Rich-
ard Cheng(已領)、Hong Quan Xu(已領)

SUN TV 電視盒子：
彭渤(已領)、Sunny(已領)

時尚折疊燒烤爐：
莉莉、漢融☆漢言☆韓同偉、dingcheng

、Lily
《大鬧天竺》電影票，每人2張 (此電影目

前已下映，作為補償，每人將獲得一的雞年吉
祥布偶)：

清信士、袁（潤澤）旭、Jun F Xiong(已
領)

長榮航空旅行袋：
王磊、唐澤江
長榮航空飛機模型：
仲崇國
長榮航空商務紀念品：
Amy Chan
蘭花一盆：
何瑞庭(已領)

歷屆音樂會都吸引爆滿觀眾歷屆音樂會都吸引爆滿觀眾。。((取自取自ABCABC1313))

歷屆音樂會都吸引爆滿觀眾歷屆音樂會都吸引爆滿觀眾。。((取自取自ABCABC1313))

周邊也有許多食物餐車和各式攤位周邊也有許多食物餐車和各式攤位。。((取自取自ABCABC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