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行人 李蔚华/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长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长 朱幼桢/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长 秦鸿钧/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总编辑 盖 军/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chineseyellowpages4310@gmail.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活動中心：activity@scdaily.com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AA112017年9月18日 星期一
Monday, September 18, 2017

11889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70919_4分之1版簡

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房價7月份的漲幅足
以維持在33個月高位。這意味著美國房價以近
三年來最強勁的速度攀升。

根據美國標普核心邏輯／凱斯–席勒指數
（S&P CoreLogic Case-Shiller Indices），美國房
價在7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漲了5.8%，高于上個
月的5.7%，但比分析師所預期的稍低，分析師預
計8月房價將上漲6.2%。

由于長
期以來市場
上新增和現
有房源短缺
，加 上 工 作
穩定與收入
增 長，這 些
因素促使更
多的美國人
首次購買房
屋 或 進

行房產交易。
與此同時，20個城市房價指數比去年

同期上漲了5.9%，是2014年以來的最高水
平。2017年價格漲幅的步伐加快，2014年至
2016年同比漲幅保持在5%左右。

待售房屋庫存仍然异常低。根據美國
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最新數據，6月份
待售房屋的低供應水平，壓低了現有房屋

銷售量，並將房屋在市場上停留的天數中位數
推至29天新低。

Zillow 首席經濟學家Svenda Gudell 的話
說：“房屋買家需求高漲，庫存水平接近底層，房
價繼續上漲。”
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價穩步上漲，
近三年來最強勁近三年來最強勁近三年來最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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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買家雄霸美國海外購房者首位中國買家雄霸美國海外購房者首位
資金從哪裏來資金從哪裏來？？

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最近發布的《2017年美國
住宅房產外國買家報告》（簡稱《報告》），在2016年4月~2017年
3月的統計周期內，中國成交金額超過加拿大、英國、墨西哥和
印度，繼續保持美國海外購房群體中的“第一大買家”地位。

據全球中文海外房產平臺居外網的最新報告，去年中國人
海外各國購房花費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美國作為中國人首選
的海外購房目的地，約占其花費的三分之一。

現今在中國社會有這麼一種人群，他們大約屬於這個社會
的“上中產”，有相關出國經驗或者未來出國意向，具備一定的投
資意識；他們大多是外企高管、私營業主，或者從事金融、高科技
等行業，年薪百萬以上；他們也許希望後代可以接受海外教育，
甚至移民海外；他們開始拋售位于北上廣市中心的那些陳舊、狹
小、昏暗的公寓房，夢想著入手位于廣闊美國腹地的那些嶄新、
寬敞、明亮的別墅房。

幾個名牌皮包、幾件名牌大衣、出國幾日遊等似乎已經不能
滿足這些國人提升生活品質的欲望了，海外購房正在成為中國

“上中產”階層心目中的新奢侈品。這意味著，海外購房不再只是
富豪們的專利，越來越多的上中產階層也具備了海外教育、移民
和投資的能力。

資金出口
從洛杉磯市中心南行80公里，丁零在駕駛汽車40分鐘後

駛進了他位于爾灣市（Irvine, California）的家。他的EB5簽證已
于2016年6月份獲批，預計在2018年拿到綠卡，得知獲批消息
四個月之後，他用43萬美元（約290萬人民幣）全款購置了這套
130平米的連體小別墅。

生于80年的丁零，從事通信工程技術類相關職業，被朋友

稱為“上海小克勒”。他對資產管理很有一套
，這套房子是他這些年自己賺出來的。對丁
零來說，海外購房並不是一時興起，而是金
融危機之後就有的想法。他對經濟觀察報回
憶道，當時的外匯管制還沒有現在這麼嚴格
，他有意識地每年換匯，並積累多次的旅遊
消費，以時間換空間。

怎樣找到資金的出口？買房客吳帆對經
濟觀察報表示，通過每年5萬美元的多年換
匯積累，以及充分利用家人的換匯額度籌集
資金，再在美國申請一個銀行的境外賬號，
比如匯豐銀行，然後通過自己在國內的匯豐
銀行賬號，逐漸將資金分批匯出境外即可。

2007年2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
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中規定，對
個人結匯和境內個人購匯實行年度總額管
理。年度總額分別為每人每年等值5萬美元
。同時，無論通過銀行櫃面還是通過網銀、手
機銀行等電子渠道辦理購匯業務，均需要填
寫《個人購匯申請書》，該申請書對個人購匯
用途作出了詳細分類。

在《個人購匯申請書》規定的境內個人辦理購匯業務時的6
項“禁令”中，其中第5項規定，不得用于境外買房、證券投資、購
買人壽保險和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尚未開放的資本項目。
除規定的渠道外，居民個人購匯只限用于經常項目下的對外支
付，包括因私旅遊、境外留學、公務及商務出國、探親、境外就醫、
貨物貿易、購買非投資類保險以及諮詢服務等。

條例的趨嚴，無疑增加了房屋買家換匯轉移過程中的複雜
性，同時也增加了中國買家籌集資金的時間成本。此後，又一定
程度上波及了當地的賣家。他們正在從不接受貸款這種形式到
傾向于接受貸款。來自加州的賣家西蒙斯對記者表示，這一兩年
的變化，使他對于現金交易感到並不踏實。去年，他曾與一位中
國買家談好了一棟價值40萬美元的房屋交易，中途因為資金無

法到位，最後竟不了了之。西蒙斯對經濟觀察報說，當時對方已
經交了定金，但是由于資金管制，剩餘的錢匯不出來，這樁雙方
都滿意的交易只好宣告流產。“買家向銀行貸款的話，在信用上
可以做個保障。”西蒙斯說。

一種新的趨勢正在形成，外資銀行也從中嗅到了某種商
機--一些美國銀行開始接受外國人貸款。美國諮詢管理公司Si-
no American Insight首席顧問趙桐對經濟觀察報介紹道，目前，
華美銀行、匯豐銀行、花旗銀行、美國中國信托銀行及部分美國
本地銀行可以接受中國人的房貸申請，就效率而言，小銀行或者
當地銀行的效率會更高一點。

海外購房的主要群體有哪些，他們的需求又是什麼？趙桐介
紹道，來辦理貸款業務買房的人大多是外企高管出身，或者擁有
海外項目、留學經歷、移民意向等，已經擁有海外賬戶，並對于該
業務有一定瞭解。他們的目標是在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屋，價格
按地段分約30-50萬美元不等。

同中國一樣，用租金償還貸款是一部分投資國外房產買家
的選擇。居外網中國區業務總監、美國持牌經紀人吳光慧介紹道
，一般來說，能申請到銀行貸款的海外買房者只需要準備首付，
在房屋成交後，需要每月償還的房貸部分可以通過獲得租金來
抵扣。據她估算，美國目前住房投資回報率約在4%~8%之間，部
分二手獨立屋帶租約的回報可達10%以上。“越是好的區域，房
價越高，回報率就相對低”。

即便如此，為了規避風險，“杠杆”門檻也比較高。趙桐對經
濟觀察報介紹道，絕大部分的銀行要求外國購房者的首付比例
在40%以上，利率也會比綠卡持有者的要高1到1.5個百分點。提
出貸款申請的外國買房者，需要提供至少未來18個月的月供存
款證明，在貸款銀行開戶並將該銀行的賬號設置為自動還款賬
戶。除此之外，貸款人還需提供過去三年的就職收入證明，首付
款來源可追溯，貸款額度月供不超過家庭收入的33%。

對于那些有充足資金的購房者來說，一種規避外匯管制的
方式是，以美國公司的名義購房。這種方式下，資金轉移方便，
根本不用受外匯限額數量的限制。比如此前有相關媒體報道，
樂視控股控制人賈躍亭在美國洛杉磯南部小鎮擁有的5套豪
宅（每套豪宅估值目前均在800萬美元以上），就是以樂視汽車
生態美國洛杉磯駐美辦兼接待辦的名義陸續購買的。

用全款購房後，可以做抵押貸款和套現。吳光慧介紹道，這
對那些買房時因為時間倉促、用現金搶房的客人，是一個不錯
的選擇。

一些地下渠道的灰色換匯方式依然存在。如果實在走投無
路，地下錢莊是換匯者心照不宣的途徑之一。換匯者們往往對
有關地下錢莊的具體操作諱莫如深，但聽聞，有一些人成功通
過這種方式換到了美元。

買房資金的出口多種多樣，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購房者告
訴經濟觀察報，在買房過程中還有通過出售比特幣和鑽石來

“倒騰”美元的傳聞。(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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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估算據估算，，美國房產目前住房投資回報率約在美國房產目前住房投資回報率約在44%~%~88%%之間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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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但無論以什麼形式購房，都足以看到中國人的購
買力。據美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報告》，作為美國外國人購房主
力的中國人，2016年4月~2017年3月的購房總成交額達317億
美元（約合2140億元人民幣），比上年的273億美元上升了16%，
也超過前年的286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購房數量也超過4萬
套，在2016年回落後再次衝擊歷史最高點。

熱度再創新高
“前兩年猶豫不決的中國購房者已經開始出手了。”這是趙

桐最為直觀的感受。一套200平的二手房，在2014年定價為40
萬美元，如今已經漲到了80萬美元。去年、前年、甚至更早以前，
還在持觀望態度的客戶就已經開始陸續換匯轉移到美國。而現
在，對于中國購房者的貸款業務進入了旺季，這也意味著，中國
在美國購房的熱度正隨著夏季的到來而逐漸回升。

丁零已經下定決心購買第二套房產了，這個願景將在他拿
到綠卡後開始兌現。為了籌錢，他決定將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一處
小房子賣掉，賣掉房產的錢將被作為用來購置美國房產的首付
款支付。根據當地規定，綠卡持有者只需要30%的首付，剩餘的
部分用貸款解決，他的打算是房子不住的時候可以租出去，用以
償還房貸。

丁零的直觀感受是，對于美國房產的關注，近期正在升溫。
為此，他在喜馬拉雅電臺做主播，並將在美國的生活經歷、簽證
申請、投資等信息進行分享，這位“上海小克勒”目前已擁有12.6
萬次的播放量。在電臺上，很多在美國已經購置房產或者即將購
置房產的朋友因此與之結緣，甚至成為了鄰居。他對經濟觀察報
說，關于美國房產類的話題，播放量往往會比較高。

丁零有幾個朋友，近期也在相繼買房，大多采用了全款購買
的方式。這些人的年齡段主要以70到80年代為主，有年收入30
、40萬人民幣的外資銀行高管，拿到綠卡後在洛杉磯的明星小
區購置了60萬美元的山景房；有做不銹鋼貿易的南通私營業主
，年薪百萬以上；有背景神秘的國企合夥方生意人，一次性付款，

以99萬美元的價格入手了270平的6室別墅，全家人
都住進去了。

吳光慧也對經濟觀察報介紹道，目前面向中國買
家的客服群大約有40人，而這個群還在不停擴大。在
該網站上，每月有來自中國和世界各地的2百多萬人
查詢250萬條分布在89個國家的挂牌房源。其中來
自美國幾大房地產公司提供的挂牌房源就有180條
之多。

在中國的假期——尤其是暑期，是鄒子捷（Bec-
co Zou）最為忙碌的時候。這位就職于巴菲特旗下伯
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房地產服務公司（Bershire Ha-
thaway Home Services）、業務能力處于該公司全國
系統頂尖1%的經紀人，也感受到了中國人購房的熱
度。這位保持了多次月銷售量排名第一的經紀人告訴
經濟觀察報，在她接待的上百個客戶中，八成以上都
是中國人。西雅圖地區高科技行業的白領和中國新移
民一直是她的主要客戶。新的趨勢是，中國投資者也
成了她的常客。

“前年的時候，10個購房者中有7、8個用于自住；而今年，10
個中只有一半用于自住了。”鄒子捷告訴經濟觀察報，另外一半
則多為投資，一些還未移民過來的購房者會采用出租的方式，以
賺取租金。

關于在美國買房的目的和用途，前述《報告》數據顯示，39%
的中國購房者在美國的首套房，是為了自住；另有39%是為了度
假和住宅投資；還有8%是為了孩子上學。

吳帆的女兒目前正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讀本科，他對經
濟觀察報說，買房更多的是為了讓孩子住得方便，將來在美國工
作也有個家，為此，他把一套北京的房產賣掉了。此外，相較于美
國其他州，西雅圖離中國比較近，10個多小時的飛機即可到達，
氣候非常宜居，這些成為他選擇西雅圖的原因。

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等一直是較受中國買家歡迎的城市
。據居外網數據顯示，今年中國買家的諮詢與訪問量稍有向前5
大華人購房目標城市集中的趨勢，說明華人買家在把目光放到
其他中小城市時，沒有放棄傳統的目標地。

吳光慧介紹道，隨著中產階級出海買房增多，新增的人氣聚
集在腹地廣闊的佛羅裏達州、德州等，有些房屋的價格在20萬
美元左右；此外，加州的房子約30幾萬美元；洛杉磯近郊則可以
用50萬美元拿下。吳光慧說，中國買家親睞的房價也呈下調趨
勢，比較居外網上對美國房源詢盤價格的中位數，2017年較去
年下降15%。50萬美元以下的房源諮詢量上升，高于此價的房接
受的諮詢量下降了1-2%。

經濟觀察報采訪的多位購房者表示，地理位置是最需要考
慮的因素。購房者們關注交通便利、安全性高的街區、教育優質
的學區。

買家隱憂
“買房的人通常有一種夢想，希望有嶄新、寬敞、明亮的別墅

洋房。”吳光慧說，但同時，無論在何處購置房產都需要理性。

2016年，美國一家房產經紀公司將前總統裏根的加州故居
在居外網上挂牌。這個總價20,096萬人民幣，室內外總面積
3717平方米的7臥10衛“湖畔白宮”至今還挂在網站上等待有緣
人。

“在貸款方面，銀行不太喜歡超豪宅。”趙桐介紹道，600、
700萬美元的大戶型難以拿到貸款。相比而言，50萬美元左右
（約337萬人民幣）的投資自住兩用房，則是購房者和銀行都青
睞的類型。

趙桐告訴經濟觀察報，美國買房的流程和中國不同，一般是
先選房，實地看房找到心儀的房屋後，先向銀行申請貸款預批，
拿到銀行的貸款預批信後，才會進入簽署合同和交房環節。之後
再進入正式的貸款審批階段，買房者須在購房合約貸款保護期
內獲准貸款。而一些人連銀行的貸款預批信都拿不到。

對吳帆來說，全款是迫不得已。他本想貸款但卻無奈申請不
到。由于工作在國內，沒有美國的收入和消費記錄，社會信用為
0，根本無法向銀行申請正常利息的貸款。吳光慧介紹道，海外
投資者在美國買房貸款很困難，不但要求有良好的個人信用，還
能有充足的資產證明，審核手續也特別複雜，遠遠不如全款購房
方便快捷。所以，在買房前“做好準備”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有部分銀行可以提供貸款，但難度依然存在。當地賣家
西蒙斯從自身經歷來看，認為可選擇的銀行依然比較少。美國一
些大銀行都關閉了這個口子（向外國購房者放貸），也是變相控
制外國人買房，以避免他們炒高當地房價。

吳光慧認為，如果美國進一步加息，選擇貸款買房的人數比
例會下降，中國購房者也會考慮怎樣更合算。但對絕大部分美國
賣家來說，全額現金支付依然是最受歡迎的方式。

一位購房者網上在美國花27766美元買的土地，交付時卻
被“掉包”成評估價不到2300美元的土地。吳光慧對此表示，海
外購房複雜程度比較高，國人海外購房需要轉換國內消費習慣，
將交易留給專業的經紀人和律師處理，同時也要購買產權保險，
一旦產生糾紛，可以向相關政府監管機構做出投訴或在法院立
案。

多 位 業 內
人士呼籲中國
購房客，要相信
專業人士，走正
規渠道，避免海
外投資成本過
高。(文章來源：
網絡)

中國買家雄霸美國海外購房者首位中國買家雄霸美國海外購房者首位
資金從哪裏來資金從哪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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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喜歡搬家的美國人？
因為這個原因 上

美國是一個喜歡遷移的國家，但在過去一
年裏，僅有11.2%的美國人移居，是歷史的最低
點。

美國人一向喜歡搬家，一生平均要搬十幾
次家，為什麼呢？

第一，美國沒有中國的那種戶籍制度，每遷移
到一個新地方，就自動成為了此地的居民，享受
當地的社會福利待遇。

第二，美國人的租房體系非常發達，除了會覺
得房租貴，不會租不到房。

第三，美國各地政府會出臺一些政策吸引民眾
來定居。

第四，健全的住房市場讓美國人搬家更容易。
即使如此，搬家的成本並不便宜。搬家需要多少
錢？24/7 Wall Street基于房地產數據公司Mov-
ing Inc.的數據，排出了成本最高的15個城市的
名單。一起隨僑報網看看吧。

15. 奧斯汀-圓石城，得克薩斯州（Aus-
tin-Round Rock, TX）
平均搬家成本：$4,098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2,860
生活成本：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5%
房價中位數：$67,195
遷移人口變化：13.4%

14. 薩克拉門托-羅斯維爾-亞登-亞凱德
，加利福尼亞州（Sacramento–Rose-
ville–Arden-Arcade, CA）
平均搬家成本：$4,120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2,858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6%
房價中位數：$62,813
遷移人口變化：3.5%

13. 巴爾的摩-哥倫比亞-湯森，馬裏蘭州
（Baltimore-Columbia-Towson, MD）
平均搬家成本：$4,158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2,888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5%
房價中位數：$72,520
遷移人口變化：1.0%

12. 丹佛-奧羅拉-萊克伍德，科羅拉多州
（Denver-Aurora-Lakewood, CO）
平均搬家成本：$4,288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016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0%
房價中位數：$70,283
遷移人口變化：7.5%

11. 邁阿密-勞德代爾堡-西棕櫚灘，佛羅
裏 達 州（Miami-Fort
Lauderdale-West Palm
Beach, FL）
平均搬家成本：$4,357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
100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6.8%
房價中位數：$50,441
遷移人口變化：6.7%

10. 西雅圖-塔科馬-貝爾
維尤，華盛頓州（Seat-
tle-Tacoma-Bellevue,

WA）
平均搬家成本：$4,395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110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9.4%
房價中位數：$75,331
遷移人口變化：6.4%

薩克拉門托薩克拉門托--羅斯維爾羅斯維爾--亞登亞登--亞凱德亞凱德，，加利福尼亞州加利福尼亞州（（SacramentoSacramento––
RosevilleRoseville––Arden-Arcade, CAArden-Arcade, CA））

丹佛丹佛--奧羅拉奧羅拉--萊克伍德萊克伍德，，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州
（（Denver-Aurora-Lakewood, CODenver-Aurora-Lakewood, CO））

邁阿密邁阿密--勞德代爾堡勞德代爾堡--西棕櫚灘西棕櫚灘，，佛羅裏達州佛羅裏達州（（Miami-FortMiami-Fort
Lauderdale-West Palm Beach, FLLauderdale-West Palm Beach, FL））

西雅圖西雅圖--塔科馬塔科馬--貝爾維尤貝爾維尤，，華盛頓州華盛頓州
（（Seattle-Tacoma-Bellevue, WASeattle-Tacoma-Bellevue, WA））

巴爾的摩巴爾的摩--哥倫比亞哥倫比亞--湯森湯森，，馬裏蘭州馬裏蘭州
（（Baltimore-Columbia-Towson, MDBaltimore-Columbia-Towson, MD））奧斯汀奧斯汀--圓石城圓石城，，得克薩斯州得克薩斯州（（Austin-Round Rock, TXAustin-Round Rock,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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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喜歡搬家的美國人？
因為這個原因 下

9. 波士頓-劍橋-牛頓，馬薩諸塞州-新罕
布 什 爾 州（Boston-Cambridge-New-
ton, MA-NH）
平均搬家成本：$4,450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144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0.3%
房價中位數：$78,800
遷移人口變化：3.2%

8. 紐約-紐瓦克-澤西市，紐約州-新
澤 西 州 - 賓 夕 法 尼 亞 州（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NY-NJ-PA）
平均搬家成本：$4,631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130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1.9%
房價中位數：$68,743
遷移人口變化：-0.3%

7. 布裏奇波特-斯坦福德-諾沃克，
康 涅 狄 格 州（Bridgeport-Stam-
ford-Norwalk, CT）
平均搬家成本：$4,921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510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1%
房價中位數：$86,414
遷移人口變化：0.7%

6. 華盛頓特區-阿靈頓-亞歷山大，
華盛頓特區-弗吉尼亞州-馬裏蘭州-
西弗吉尼亞州（Washington-Ar-
lington-Alexandria,
DC-VA-MD-WV）
平均搬家成本：$4,926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636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1%
房價中位數：$93,294
遷移人口變化：3.5%

5. 洛杉磯-長灘-阿納海姆，加利福尼亞
州（Los Angeles-Long Beach-Ana-
heim, CA）
平均搬家成本：$4,962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658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7.6%
房價中位數：$62,544
遷移人口變化：-0.4%

4. 聖地亞哥-卡爾斯巴德，加利福尼亞
州（San Diego-Carlsbad, CA）
平均搬家成本：$5,098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778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6%

房價中位數：$67,320
遷移人口變化：2.4%

3. 奧克斯納德-千橡市-文圖拉（Ox-
nard-Thousand Oaks-Ventura, CA）
平均搬家成本：$5,190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884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1%
房價中位數：$80,032
遷移人口變化：-0.7%

2. 舊金山-奧克蘭-海沃德，加利福尼亞
州（San Francisco-Oakland-Hayward,
CA）
平均搬家成本：$5,302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3,996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1.9%
房價中位數：$88,518
遷移人口變化：4.8%

1. 聖荷西-桑尼維爾-聖克拉拉，加利福
尼 亞 州（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
平均搬家成本：$5,798
第一個月的租金和押金：$4,496
生活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4.1%
房價中位數：$101,980
遷移人口變化：3.0%
（取材僑報網）

洛杉磯洛杉磯--長灘長灘--阿納海姆阿納海姆，，加利福尼亞州加利福尼亞州（（LosLos
Angeles-Long Beach-Anaheim, CAAngeles-Long Beach-Anaheim, CA））

聖地亞哥聖地亞哥--卡爾斯巴德卡爾斯巴德，，加利福尼亞州加利福尼亞州（（SanSan
Diego-Carlsbad, CADiego-Carlsbad, CA））

布裏奇波特布裏奇波特--斯坦福德斯坦福德--諾沃克諾沃克，，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
（（Bridgeport-Stamford-Norwalk, CTBridgeport-Stamford-Norwalk, CT））

舊金山舊金山--奧克蘭奧克蘭--海沃德海沃德，，加利福尼亞州加利福尼亞州（（SanSan
Francisco-Oakland-Hayward, CAFrancisco-Oakland-Hayward, CA））

聖荷西聖荷西--桑尼維爾桑尼維爾--聖克拉拉聖克拉拉，，加利福尼亞州加利福尼亞州（（SanSan
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Jose-Sunnyvale-Santa Clara, CA））

紐約紐約--紐瓦克紐瓦克--澤西市澤西市，，紐約州紐約州--新澤西州新澤西州--賓夕法賓夕法
尼亞州尼亞州（（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New York-Newark-Jersey City,

NY-NJ-PANY-NJ-PA））

奧克斯納德奧克斯納德--千橡市千橡市--文圖拉文圖拉
（（Oxnard-Thousand Oaks-Ventura, CAOxnard-Thousand Oaks-Ventura, CA））

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阿靈頓阿靈頓--亞歷山大亞歷山大，，華盛頓特區華盛頓特區--弗弗
吉尼亞州吉尼亞州--馬裏蘭州馬裏蘭州--西弗吉尼亞州西弗吉尼亞州
（（Washington-Arlington-Alexandria,Washington-Arlington-Alexandria,

DC-VA-MD-WVDC-VA-MD-WV））
波士頓波士頓--劍橋劍橋--牛頓牛頓，，馬薩諸塞州馬薩諸塞州--新罕布什爾州新罕布什爾州

（（Boston-Cambridge-Newton, MA-NHBoston-Cambridge-Newton, M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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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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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庭的人情味美國家庭的人情味

（來源:爾灣華人網）
1 讓每個家庭成員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我在美國定居近16年了，很少聽聞因家庭
不和而引發的糾紛和案件。究其原因，我覺得這
是因為美國人註意保護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的生
活風格、自由空間，很少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其
他家庭成員。也就是說，在家庭成員之間保持著
一種界限感。這也是中國人常常認為美國家庭
不如中國家庭關系密切的原因。

我認為，美國家庭的這種界限感，既是對自
己私人空間的保護，也是對家庭其他成員自由
的尊重，因為雖是一家人，也是需要有個人的自
由空間的。如果不給家庭成員個人空間，家庭關
系就會大起大落：好的時候如膠似漆，壞的時候
就易磕磕碰碰甚至劍拔弩張。
2 父母與年幼子女關系：平等相處

美國社會盛行一句話：“孩子第一！”即父母
有養育子女的義務，全社會有保護孩子的責任。
在美國的馬路上，最威風八面的車，不是總統的
車，而是接送孩子們上學放學的黃色校車。校車
一停，孩子上下車，所有來往車輛都要停下來。
如有違反，所接受的處罰比無照駕駛嚴重。

對一個家庭而言，父母與兒女之間不是一
種隸屬或絕對服從的關系，而是一種平等的關
系。如果父母認為孩子有錯而動手打孩子，是一
種犯罪行為，任何人見了都可以報警。一旦接到
舉報，警察就會立即上門，輕者坐監，重者將失
去孩子的監護權，強制改由政府辦的福利機構
來撫養監護。所以，打孩子的後果很嚴重。

在教育孩子方面，美國家長絕不會把自己
的意誌強加給孩子，不會覺得孩子的學習成績
與自己的顏面有關，更不會在孩子身上彌補自
己人生中的缺憾。

美國父母願意給孩子自由想象、學習、發展
的空間，不論孩子將來當教授也好，當老板也好
，當木匠也好，父母都會為孩子的成就而高興。
因為在美國人的心裏，沒有卑賤的職業，只有心
靈卑賤的人！

我在美國不是富人，但我有中國藝術史的
知識，常有美國極其富有的收藏家請我吃飯、向
我請教。他們非常平易近人，穿著普通，開的車
也很一般，走在街上，與普通人沒有什麼不同。

有的收藏家在某個市中心擁有巨大的寫字
樓與產業，但我們一起吃的飯往往就是每人20
美元左右，而且沒有酒，與一個美國窮人進一家
餐館的花銷差不多。

美國人最瞧不起的，是沒有技能與自己的
收入，一輩子啃老的人。所以，有沒有獨立生活
能力，是美國家長真正為孩子操心的事情。
美國父母還特別重視培養孩子的公德心，極有
耐心地教育他們懂得如何尊重他人與遵守社會
公德，因為這與孩子今後在社會上發展得順利
與否有極大關系。

2007年我在北卡大學工作時，常乘該大學
免費的公共汽車上下班，不時會在車上遇到一
位母親帶著自己的三個孩子乘車。大孩子約七
八歲，懂得如何乘公共汽車。兩個小的也就三四
歲的樣子，不懂如何乘車，而是想在車裏到處玩
耍。那位母親就不厭其煩地說：坐在座位上不要
亂動！不能在車廂裏走動！不能拉要求停車的拉
線！不能站在座椅上！等等。當她說這些話時，那
兩個小孩子顯然沒有註意聽，而是想著如何玩。

我每次乘車，只要遇見他們，那位母親幾乎
都在反反復復說著那些話，語調平和，更沒有動
手打過孩子。就是因為這種耐心教育，美國的小
孩極守規矩，在公共場合很少大吵大鬧或到處
亂跑，都能靜靜地跟隨著父母參加各種大人們
的活動。
3 父母與成年子女關系：各自獨立

美國父母與成年孩子的界限感主要表現在
：孩子在18歲以後，就要開始他們的獨立生活，
基本不再靠父母了。在美國大學裏，我見過許多
半工半讀的本科生，為了得到獎學金，他們還得
努力保持自己在各科中的好成績。

畢業後，找什麼樣的戀愛對象以及和誰結
婚，完全是孩子的自由，父母不會橫加幹涉，更

不會在意對方的家庭背景。
有一天，我的一位鄰居對我說：“我一位老

朋友的兒子選了你的課，他是我女兒的前男友，
哈哈。”

我了解到，這位鄰居不僅仍與自己的老朋
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還與朋友的兒子（即女兒
的前男友）保持著聯系。他們沒有因為兒女的戀
愛不成而生恨，他們明白這是孩子的事而不是
他們家長的事，當然，他們的孩子們也明白這點
。有了這種界限感，才避免了分手後的麻煩事。

當孩子要結婚了，父母會為孩子準備一些
東西以表示心意，但絕不會為了孩子的住房而
操心，更不會為孩子買婚房。那種為了孩子結婚
讓小兩口搬進自己住的大房子，而自己去租住
小房子的事，美國父母是想也沒想過的。

有沒有婚房，能否買得起婚房，什麼時候買
房，美國父母認為那是孩子自己的事，由他們自
己解決。

孩子結婚後，一般不與父母同住，就算與父
母同住，父母也不會幹涉孩子的婚姻生活以及
如何管教小孩子。

有一位美國父親告訴我：一次，他去看望結
了婚的兒子一家，在那裏小住了幾日。在那期間
，每當遇到兒子與兒媳爭吵，他都裝作沒有聽見
看見。對於他們管教自己孩子的方式，他也不表
態。他說：“那是我兒子自己的事，我要是貿然參
與了，往往會將事情弄糟的。”

實際上，父母與孩子之間保持這種界限感，
孩子也會保障父母的自主空間，不會在長大成
年後仍啃老，更不會在父母親失去老伴想再婚
時，怕家產旁落而去幹涉老人的婚姻。因此，在
美國極少見到為了家產而出現親人對簿公堂的
現象。
4 婆媳之間關系：較為和諧

緊張的婆媳關系是中國幾千年來的陋習之
一，這種關系的起因與父母和子女之間缺乏界
限感有關。

美國的婆婆與媳婦一般都能保持較好的關

系。我認識的一位中國女性嫁到美國。一次相遇
，我問她的生活如何？她說：“與我的婆婆相處太
容易了！我與丈夫在過節時去看望公公婆婆，一
起吃晚飯。想不到婆婆堅決不讓我動手幫她做
飯，說那應該是她的事，我是客人，應該呆在客
廳裏看電視、喝茶聊天。”這可不是孤例。我在美
國從來沒有聽說過哪家有復雜的婆媳關系，更
沒有聽說過因為婆媳關系緊張而導致小夫妻離
婚的。

那麼，美國人是不是從沒有家庭矛盾呢？當
然不是！有人的地方，都會有家庭矛盾，就會有
離婚與失和的現象。但在一個彼此保持界限感、
尊重個人生活空間的家庭裏，矛盾雖然無法杜
絕，但會少很多，也會和諧許多。
5 美國人家庭觀念淡漠嗎？

最後，我想解釋一下中國人普遍對美國人
的一種誤解，就是認為美國人家庭觀念淡薄、人
情冷漠。其實，美國人的家庭觀念很重。在美國
大大小小的白領辦公室，不論男女，辦公桌上必
放的一件東西就是全家福合影，而電腦的背景
圖片，也多是自己的愛人及孩子的照片。有的人
還把全家的各種合影裝入鏡框擺滿了辦公桌甚
至把照片貼到了辦公室門上。我沒有這種習慣，
曾被美國同事質疑過。

在公園裏與各種節日活動中，常常能見到
一家家美國人席地而坐野餐。美國人認為：在戀
愛時，你可以有多種選擇，且可隨時分手，好說
好散。但結了婚後，就有了家庭的義務，就要對
愛人忠誠。

我常見到我的美國朋友對他的妻子說“謝
謝”。我一聽就感到奇怪：夫妻間還要說“謝謝

“嗎？原來，既有各自的私人空間，又相親相愛，
才是許多美國家庭的真正特點。

美國人婚後對愛人不忠的現象較少，同時，
妻子（丈夫）也不會查丈夫（妻子）的手機，因為
界限感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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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槍文化美國槍文化————權力的博弈與權力的博弈與
歷史的產物歷史的產物
【來源:搜狐教育】

槍支文化”——這個字眼最早由
上世紀中葉非常活躍的美國公共知
識分子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出。他
在《美國槍支文化》一文中詳細剖析
了美國人愛槍、擁槍、難控槍的歷史
淵源和現實考驗。

事實上，美國的槍支文化，是由
美國早期特殊的歷史積澱造就的。可
追溯到 19 世紀 60-80 年代的西部牛
仔時代，後來牛仔時代的結束促成了
西部牛仔精神的 完全確立。隨著美國
文化的對外傳播，牛仔文化隨文學、
電影中的西部牛仔形象逐漸深入人
心。牛仔們獨特的服裝、語言、歌謠、
槍文化、決鬥方式等經過世人的演 繹
，成為牛仔文化的標誌。牛仔們奮進、
開拓的正史野史和傳奇故事成為美
國文化的重要內涵，激勵著一代代美
國人。當時，第一批歐洲人來到北美
大陸，社會非常 鬆散，政府還難以為
民眾提供有效的防衛，最可信賴的就
是自身力量，而槍支在保障人身安全
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美國在建國之初，
曾經對憲法作過一次關鍵性的補充。
共有十條補充條款，它們構成著名的

《人權宣言》。《人權宣言》第一條是關
於言論和信仰自由，第二條就是公民
擁有槍支的權利。槍支，在美國被認
為是“秩序的象徵和保守主義的圖騰
”。

但是，200多年後的今天，美國
槍支氾濫已不是簡單的槍支文化
所能解釋的，它已遠遠超出了槍支
文化的範疇。

根據美國官方公佈的統計數
據，美國每年大約有10萬人無辜遭
到槍擊，有3萬多人被槍打死，平均
每天死在槍口下的無辜者有近百
人。據統計，美國槍擊致人死亡的
案件頻率是高收入國家的15倍，是
北約其他國家的10倍。而槍支氾濫
，是美國槍擊案頻發的重要原因之
一。

但槍支屢禁不止，其原因在於：
1、槍支文化已經融入美國人

的血液。美國人對槍有著特殊的感
情，美國憲法肯定持槍權，擁有槍
械自衛的權利被視為美國精神的
象徵。

2、槍支問題的背後，大都涉及龐
大的經濟利益。槍支製造商在美國是
一股很強的政治勢力，甚至能夠影響
美國總統的選舉。因此，即使槍擊案
頻發，民眾要求禁槍的呼聲也日益高
漲，但美國國會幾次都無法通過控制
槍支出售的議案。

3、美國社會存在非常強大的支持
槍支權利的傳統勢力。對於眾多的槍
支權利擁護者來說，擁有和攜帶槍支
的權利與言論自由一樣，已被視為最
基本的人權之一。兩億多支槍的擁有
者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群體，在選民中

也占絕對多數，沒有哪個政治
人物會輕易地挑戰他們的利
益。

美國社會一個耐人尋味
的現象是，當奧巴馬宣佈控槍
舉措後，全美各地買槍者人數
大增，一些槍店的“攻擊性武
器”槍種售罄，買家需等待一
年才能到貨。僅去年一年，全
國步槍協會成員猛增25萬人。
去年的美國大選年早已表明，
全國步槍協會在美國政壇呼
風喚雨的能量早已令華盛頓
的政客們噤若寒蟬。

在全國步槍協會等遊說
集團的攻勢下，甚至一
些美國國會民主黨人
也表現出退縮。美國國
會參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帕特
•萊希對於舉行一系列相關
聽證會含糊其辭。參院多數党
領袖裡德公開談論奧巴馬的
建議難以在共和黨控制的眾
院獲得通過，並對禁止銷售攻
擊性武器表明退卻立場。

“槍文化”糾結著“槍政治
”。槍聲仍不絕於耳，慘案仍將
不斷發生。

注：【美國全國步槍協會】
有著430萬成員的美國全

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
sociation, 簡 稱 NRA) 成 立 於
1871 年 11 月 17 日。位於弗吉
尼亞州費爾法克斯縣沃爾普

斯米爾路11250號的深藍色大廈便是
全國步槍協會。

大廈內有一個全國武器博物館。
在這個不准拍照，不准帶手機，也不
准記筆記的博物館內，陳列著美國歷
史各時期及世界各國各類槍支，其中
一個角落專門展出美 國總統西奧多
•羅斯福收藏的槍支，提醒著人們美
國歷史上多位總統均為全國步槍協
會會員，也暗示著這一協會迄今仍為
美國最為強大的利益遊說集團之一。

這一展覽表明，美國是一個從建
國之初便具有尚武特質的國度。美國
公民擁有和攜帶槍支有著深遠的歷
史、文化和政治背景。在美國殖民開
拓、獨立戰爭、西部大 開發、地方自治

與自衛等歷史背景下，擁槍被普遍認
為是美國人自由、人權、自衛的核心
價值體現。在長期的槍支文化積澱中
，擁槍甚至成為權利和男人氣概的象
征。美國自二戰以來在世界各地的窮
兵黷武催化其國內暴力傾向，加之多
媒體中各類“超人”血腥暴力的諸般
演繹，槍文化在美國大行其道。

全國武器博物館的入口處在最
為醒目處鐫刻著美國憲法第二修正
案。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二修正
案是美國權利法案的一部分。第二修
正案全文為：“一支訓練有素的民兵，
對一個自由州的安全實為必要，民眾
擁有並且攜帶槍支的權利不容侵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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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美帝也一樣
沒來美國之前，我一直認為美帝

人民熱愛生活不加班。所以對於在天
朝日日加班水深火熱的我來說，美國
的工作生活就像是童話一樣美好。後
來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童
話裡的故事都是騙人的。

如果項目很趕，訂單緊張，該加班
的時候還是得加班。工作日正常時間
下班後多待幾個小時，週末時間不休
息回去加個班，甚至為了多掙點加班
費而故意加班幾個鐘頭，這樣的情況
大有人在。

來自紐約審計署的一項研究，總
結出了美國平均每週工作時間最長的
十大城市，其中紐約高居榜首。正如人
們通常認為的那樣，紐約人來去匆匆，
城市繁忙。數據顯示，就日常通勤和坐
班時間而言，紐約人花費的時間最多：
第一名：紐約；每週工作時長：49.08小
時
第二名：舊金山；每週工作時長：48.58
小時
第三名：華盛頓；每週工作時長：48.39
小時
第四名：休斯頓；每週工作時長：48.18
小時
第五名：沃斯堡；每週工作時長：48.01
小時
並列第五名：芝加哥；每週工作時長：
48.01小時
第七名：波士頓；每週工作時長：47.36
小時
第八名：夏洛特；每週工作時長：47.35
小時
第九名：巴爾的摩；每週工作時長：
47.25小時
第十名：西雅圖；每週工作時長：47.23
小時

而這些城市之所以能登上美帝城

市加班時長排行榜，少不了這幾大行
業的“助攻”：
1.設計師：當你開始學設計時，你的目
標是：設計出一款與範思哲一樣美到
震懾人心的服裝或是打造巴黎盧浮宮
金字塔入口的貝聿銘:從此名震江湖

然而現實是，不僅要每天畫圖畫
到太陽再次冉冉升起，還要不厭其煩
地一次一又一次改圖來滿足客戶...
2.媒體工作者：加班簡直就是他們的
職業操守必備。拿節假日來說，普通人
只要興高采烈地等待假期的來臨好好
放鬆一下即可。

但媒體工作者此時正在絞盡腦汁
策劃著，寫著，錄著，那些讓普通人放
鬆的節假日節目，稿子，片子。
3.銷售人員：不得不承認，對於大部分
銷售人員來說，賺的錢與工作時長成
正比
4.金融精英：別看他們一個一個在職
場打扮的有模有樣，結交的都是上流
社會，但是你不會知道他們就是傳說
中起的比雞早，睡得比狗晚的那一群
人...
5.程序員:如果你在早上上班路上看到
一個眼眶發黑男子，千萬不要覺得他
是犯罪嫌疑人而報警，因為他有可能
只是因為老闆說了句“幫我改點東西”
，然後寫代碼寫到淩晨。

既然說到了程序猿，我們怎麼能
放過讓不少人津津樂道的美國科技行
業呢？當然，有些人善於調節自己的工
作時間和工作效率，從而合理分配時
間。但不可否認的是，絕大部分的 IT
人士還是由於經常加班，身上落下病
根的不在少數，更有因為工作太累而
猝死的，讓人心痛不已。

例如，亞馬遜。這家可以稱的上是
科技行業中特別不受員工喜愛的公司
之一。有媒體甚至以“血汗工廠”來形

容亞馬遜的
工作環境。超
過 100 名 亞
馬遜員工曾
受 訪 表 示，
Amazon 太沒
人情味了，在
Amazon 工作
會使工作和
生活失去平
衡。
其中吐槽最
多的，就是亞
馬遜的加班！
加班！加班！

曾經在一篇文章看過一個
例子，一名亞馬遜Kindle團隊的
老員工，為公司貢獻了多年，但
當她爸爸患上癌症需要她照顧
時，它不得不經常請假，而且晚
上和週末也不怎麼能加班了。於
是這位員工向公司申請去一個
壓力小一點的部門工作，被駁回
，老闆同時也對她表現出了明顯
的不悅。後來她不得不請了無薪
假回去照顧父親，但請假後亞馬
遜再也沒讓她回來“他們想你全
身心投入工作，恨不得你一周七
天都在工作！”
美國加班政策和補貼

如果讓歐洲人加班，那幾乎
是不可能的; 如果讓中國人加班
，有加班補助想想也就算了。如
果讓美國人加班，必須認真的給
他講清楚加班補貼和調休等相
關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
美國目前的加班費標準規定，大
多數工薪勞動者的年收入如果
不到 47476 美元，每週工作時間
在超過40個小時後，雇主每小時
要支付1.5倍的工資。
不過，即使在政策明確規定的情
況下，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
，我們根據網絡上收集的資料，
總結了一些美國雇員認為老闆
讓其加班的不合理要求，以及解
決途徑。

問題 1:在一周工作 40 個小
時後，老闆希望我加班。但我不
想加班，老闆在我不情願的情況
下強制我加班違法嗎？

回答：從聯邦法律來看，老
闆是可以要求員工加班的，如果
員工拒絕，可以辭退。美國公平
勞動標準法中，沒有限定每週雇
主要求員工的工作時間上限。它只規
定了雇主需要付雇員加班工資。

問題2：我一周雖然沒達到40小時
工作時間，但是我有時候一天超過工
作時間 8 小時，我有權利拿加班工資
嗎？

回答：一般來說，如果一天工作超
過了 8 個小時，老闆不需要給雇員加
班工資。聯邦法律只規定了一周40小
時的工作時間，而不是每天工作時間。
不過，美國各個州的法律有所不同，比
如在加州，每天工作超過 8 小時也是
算加班費的。

問題3：我的老闆能讓我加班工作
而不付工資嗎？

回答：如果是因為本來可以在 40
小時的最低工作時間要求中完成的任
務，因為雇員的個人原因沒有完成，老
闆是有權利讓雇員稍稍加班完成任務
而不付工資的。如果不是因為未完成
的認為，從另一方面來說，多於的工作
負荷實際上是有助於員工升職的，當
然，員工也可以選擇不做。
加班的主觀原因

不容置否，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加
班並不是被迫無奈，而是心甘情願，因
為他們承擔了不小的生活壓力。一般
人有兩到三個小孩，有的家庭還不是
雙職工，而是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婦，試
想，一個人養三四個人，還要供房，養

車的，甚至養寵物，如果不是能力特別
強的人，不加點班，工資哪夠，不加點
班，哪能升職？
另外，加班與否，也整個社會經濟發展
也相關。在經濟還沒有完全復蘇，恢復
繁盛時代的時候，對於大多數人而言，
保住自己的飯碗比什麼都重要，這樣
想來，加班也就自然而然接受了。

還有一些人加班，不是公司要求，
不是生活所迫，而是對自身成就的滿
足感。一個癡迷於設計科技產品的人，
最大的喜悅莫過於親自研究，親自把
關生產，親自檢測，然後看著自己的成
果如何被世人所熱捧。這樣一來，即使
是加班，也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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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工部評的美國勞工部評的1010個對健康個對健康
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有害的工作你的專業中招了嗎？？

【來源:商業內幕】
美國勞工部公佈了一系列數據，而它附屬的onetonline網站

根據這些數據總結出最有可能損害健康的職業。排名根據接觸
污染物、疾病和感染源、暴露在危險、輻射、輕微受傷、和坐著的
時間（研究表明長期不動會縮短壽命）等因素打分，得分越高，說
明這份工作對健康越有風險。

同學們快來看看這10個職業，如果打算讀或正在讀這些專
業的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哦！
(十)手術和醫療助理、技術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7.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危險環境
(九)能源機械工程師和鍋爐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7.7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八)汙水處理廠和系統操作員
總體健康得分：58.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暴露於危險環境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七)組織病理分析員和技術員
總體健康得分：59
三大健康風險：
1、暴露於危險環境

2、接觸污染物
3、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六)海關檢查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59.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發生疾病和感染源
3、暴露於輻射
(五)足療師
總體健康得分：60.2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暴露於輻射
3、接觸污染物
(四)獸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0.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3、接觸污染物
(三)麻醉師、麻醉護士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2、接觸污染物
3、暴露於輻射
(二)空乘人員
總體健康得分：62.3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源
3、發生輕微燒傷、割傷、或釘刺危險
(一)牙科醫生和助理
總體健康得分：65.4
三大健康風險：
1、接觸污染物

2、接觸疾病和感染：75
3、坐著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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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据当地媒体报道，近日，2017年广西华侨华人社团中青年负责人研习班结业仪式在南宁举
行，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骨干参与了此次研习班并顺
利结业。

近年来，由国侨办、中国侨联及各地侨办举办的研习班、研修班进行得如火如荼，五湖四海
的侨团骨干纷纷迷上这些“中国课”，掀起了一股回祖（籍）国“充电”热。

侨 界 关 注

研习现场气氛热

“2013 年，我第一次参加这类‘中国课’。”菲律宾华商经
贸联合会会长蔡鸿语告诉本报。从2013年到现在，他已经先后
5次到中国“充电”。

像蔡鸿语这样的侨团骨干不在少数。美国华人企业家联合
会副会长辛洪军就是其中一位。仅从今年 5 月到 7 月之间，他
就参加了3次。

“虽说是学习，但并不仅仅是上课。”辛洪军说，除了名师
课堂之外，还有分组讨论、实地考察等，“充电”的形式丰富
多样。他对于自己在清华大学参加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
业研习班的一次闭门会议，感到十分难忘。

“当时，会上的气氛可不是想象中的研讨会那样‘一团和
气’。”辛洪军说。有位侨领站起来，面颊涨红、嗓门洪亮地
表达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担忧：“中国房地产是否存在很大
的泡沫？这种泡沫会不会破灭？我们该怎么应对？”连珠炮似
的发问点燃了现场气氛，许多侨团骨干纷纷就经济发展、国
家政策等热点问题各抒己见、唇枪舌剑，思想碰撞、火花频
现。

对于德国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席李阿平来说，前几个月回祖
（籍）国“充电”时上的一堂茶道课，令她印象深刻。

“从布置茶桌、泡茶、倒茶到品茶，茶道老师把每个环节
的做法都传授给了我们。”李阿平回忆道。茶室中十分安静，
每位学员都屏气凝神，目光紧紧追随着茶道老师的手，烫杯温
壶、放茶泡茶、分壶、奉茶等等，步骤虽繁琐，但大家都乐在
其中。

除了“知”，“行”也是研习班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辛洪
军向本报讲述了他前往北京侨梦苑实地考察的经历。在原来的
首钢基地上建成的侨梦苑，在改造利用传统产业园区方面亮点

颇多。“在原有工业设施的基础上通过改造，使得死气沉沉的
老厂房‘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化的博物馆、人才工作站、2022
年冬奥会指挥中心，这种高效率的利用模式让我们大为惊
叹。”辛洪军说。

经贸文化成推力

截至今年 7 月，国侨办主办的侨领研习班已经举办了 52
期，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业研习班举办了 32期。而这些，
只不过是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各色研习班的冰山一角。它们仿佛
具有“磁力”，吸引着各国侨团骨干跨越大洋和时区，齐聚在
一方小小的“课堂”。

这股“磁力”的源泉正是中国不断提升的国力。
“祖 （籍） 国拥有巨大的机遇，发展很快，我们必须跟上

祖 （籍） 国的节奏和步伐。”辛洪军表示，作为侨团负责人，
自己有责任引领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到中国发展的大机遇中
来。

中国的各类研习班对海外侨领来说，正是了解中国真实国
情与各地现状、与海内外相关部门及负责人建立工作联系的好
机会。特别是在当下“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潮中，不少侨领都
表示，关于各国侨胞如何融入这一倡议的讲授令他们获益匪
浅。

“课程安排很紧凑，老师都是名师，讲的全是‘干货’！”
辛洪军笑言。

莫斯科孔子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陈国建还表示，他一直
将在侨领研习班中学到的文化传播理念牢记在心。“文化就像
一块‘敲门砖’，如果能在当地把文化活动办得红红火火，可
以提高华侨华人的影响力和声望，进而促进经贸合作和项目投
资。”

李阿平说，自己回祖 （籍） 国“充电”的主要目的之一是

想要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文化交流活动是我们侨团很重
要的活动之一。如何更有效、更准确地宣传我们的文化是一个
重要课题。”

“充电”成果获实践

“电量满满”的侨团骨干们结束学习、回到所在国后，很
快便投入到了侨团建设的“更新升级”中。

“在参加研习班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
友，创立了全球侨创联盟。”辛洪军表示，这个组织是为践行
中国“创新创业、招才引智”的号召而创立的，目前已经在美
国硅谷、华盛顿、纽约、多伦多、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联络处。

陈国建所在的莫斯科孔子文化促进会则在近期开展了不少
文化交流活动。例如举办“圆梦冬奥”中国书法展，还牵头促
成中国格斗健儿和俄罗斯拳手的“大对决”。

“加油！加油！”对决现场座无虚席，在场华侨华人和俄罗
斯人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在你来我往的“过招”中，擂台上两
国选手旗鼓相当，展现出了各自的风采，点燃了现场气氛。陈
国建回忆起当时现场的赛况，仍感到激情澎湃。他说：“这是
近年来当地最壮观、最有人气的中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我们
不搞‘假把式’，全是‘真枪实战’。”

李阿平也表示，自己将把在中国“充电”学习到的知识
灵活运用到文化活动的筹办中去。“今年 10 月举办中秋节活
动时，我们就计划将茶道也融入其中，德国人对茶道十分感
兴趣，到时候应该能吸引到更多当地民众。”

题图为“第 48-51 期侨领研习班结业仪式”在北京举行。
国 侨 办 主 任 裘 援 平 出 席 结 业 仪 式 并 为 学 员 授 课 。

中新社记者 张 勤摄

加快知识更新 把握发展机遇

海外侨领爱上“中国课”
孙少锋 李家祺

有一群潜水爱好者，他们在工作之余潜入
大海，连续 4 年定期在海底种植珊瑚礁，挽救
日益荒漠化的海底世界。他们就是深圳“潜爱
大鹏”的志愿者。

深圳东部的大鹏新区地处东南亚近海珊瑚
礁群黄金区域边缘，曾是珊瑚的天堂。如今，
美丽的珊瑚礁日益受到伤害。为了推动大鹏新
区珊瑚保护区建设，改善大鹏半岛海洋生态环
境，深圳大鹏新区管委会与享有盛誉的户外活
动平台——深圳磨房共同发起成立民间珊瑚保
育组织——潜爱大鹏。

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珊瑚
保护项目经理黄晨迪介绍说，珊瑚受到伤害的
原因很多，包括人们随意下锚、拖网，扔废弃
渔网等海洋垃圾，海水富营养化造成的赤潮和

藻类竞争，台风等自
然灾害。联合会的志
愿 者 们 看 到 这 种 情
况，自发地组织保育
珊瑚礁行动。

“ 潜 爱 大 鹏 ” 将
潜水爱好者与政府联手，以“种珊瑚，种人心”为
核心概念，以简便、自然、科学、公益为前提，组织
各种珊瑚保育活动，推动珊瑚礁生态系统恢复，
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2012年，“潜爱大鹏”珊瑚保育项目在深圳
市大鹏新区启动，2014 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
育志愿联合会正式注册，2015 大澳湾珊瑚保育
站建成。目前，联合会有潜水员 400 余人，注
册志愿者 1000余人，影响到的参与保护珊瑚礁
的人群达80余万人。

4 年来，“潜爱大鹏”一边加强与政府合
作，由政府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潜爱大鹏”
提供专业服务，如珊瑚保育基础设施建设、海洋
垃圾和废弃渔网清理等；一边加强与志愿者合
作：志愿者提供时间和技能，“潜爱大鹏”提供

组织和培训；同时，还加强与公众合作：公众提
高组织影响力，“潜爱大鹏”提供环保教育。

目 前 ， 志 愿 者 们 已 在 28 个 人 工 礁 种 了
5600株珊瑚苗，成活率达72.61%。

“潜爱大鹏”还设计了“潜爱造礁”和“潜
爱课堂”两个公益项目，为企业和包括潜水员在
内的公众构建了参与珊瑚礁生态保护的平台，让
更多人认识和保护珊瑚。

志愿者们在一次次海底渔网清理过程中发
现，打渔用的渔网符合潜水员使用的潜水袋对
耐磨、耐日晒、耐海水腐蚀性能的要求。于
是，他们用海底收集的废旧渔网制成了潜水
袋、网兜袋，由此获得的收益的一部分，将专
门用于促进海洋公益组织与渔民共同维护海洋
生态的合作。

如今，深圳市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对珊瑚
礁保育给予了更大支持，管委会联合“潜爱大
鹏”，将珊瑚保育基地列为新区青少年活动基
地，并给予适当资源支持，逐步将基地打造成
为生态环保教育的第二课堂；定期邀请“潜爱
大鹏”师资走进课堂，为学校教师、中小学生

讲解珊瑚保育、海洋保护知识。
如何在未来开展更大规模的珊瑚保育？日

前，“潜爱大鹏”与阿拉善 SEE 基金会和中国海
洋学会热带海洋分会主办第二届中国海洋公益
论坛，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互动装置展示等多
种方式，吸引和呼吁更多人认识海洋，了解珊
瑚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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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被修复后在生长

志愿者四年种志愿者四年种下下56005600株珊瑚株珊瑚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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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9月1日，在中方院長易曉教授的帶領下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的志願者們再次來到休斯敦NRG
哈維颶風避難所幫助災民。這一次，他們攜帶大熊貓的服
裝，以及書法水寫布、兒童泥塑、折紙、臉部彩繪等材料
。志願者們利用他們的所長，讓災民忘記了災難的重創和
悲傷，讓孩子們在災難過後仍能綻放笑顏。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的志願者換上熊貓服，化身可
愛的大熊貓，兒童區頓時充滿歡聲笑語。孩子們的臉上露
出興奮、驚喜的表情，紛紛簇擁到大熊貓身邊。他們先是
試探性地碰碰熊貓的耳朵和臉，在得到扮演熊貓的工作人
員的志願者張恆的友好回應後，他們雀躍地和熊貓擁抱，
並邀請熊貓和他們一起玩耍嬉戲。有的孩子聽說了熊貓出
現的消息，拉著警察一路從場館的其他區域趕來一睹大熊
貓的真容。

大熊貓不但受到孩子們的喜愛，大人們也十分歡迎大

熊貓的到來，見到大熊貓紛紛上前打招呼和擁
抱，激動地和大熊貓親密合影。 NRG工作人
員看到大熊貓，驚喜地尖叫，緊緊貼著大熊貓
合影，把熊貓的鼻子都壓扁了一塊。一位在哈
維颶風中受傷的老人搖著輪椅趕來，堅持和熊
貓合影，她說：“中國大熊貓會給我們帶來好
運！”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在此次災後救助工作
中也受到社會各界的密切關注。一群警官和大
熊貓親密合影，對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在救
災中的服務表達了稱讚。在中國生活過四年，
會說中文的鮑韋德先生和夫人看見中國大熊貓
十分激動，和志願者分享起他們在四川生活的
兩年時光，並用中文對志願者說“謝謝”，感

謝他們的志願服務。
在兒童區，孩子們排隊做臉部彩繪，孔子學院中方院

長易曉親自上陣，幾位志願者輪流接班，才接待了這一群
熱情的小朋友。男孩兒們變成蜘蛛俠、蝙蝠俠，女孩兒們
變成貓女郎、Hello Kitty，臉上開出幸福的花兒。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還提供泥塑，讓孩子們發揮想
像力，捏出各種小物件。瓢蟲、老虎、大熊貓都是孩子們
的傑作。志願者們心靈手巧，折紙愛心送給災民。接過愛
心的他們，滿臉欣喜，和志願者們熱情擁抱，感謝他們的
到來和提供的幫助。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發揮自己的優勢，用中國文化
元素，給災民營造了輕鬆歡快的氣氛。志願者們也相信坐
輪椅的老人的話，中國大熊貓會給休斯頓受災人民帶來好
運，也希望休斯頓人民像圖中的孩子一樣受到熊貓的鼓舞
，在災後重建中保持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

大熊貓來到了休斯頓大熊貓來到了休斯頓NRGNRG颶風避難所颶風避難所
德州南方大學孔院颶風志願活動系列報導之二德州南方大學孔院颶風志願活動系列報導之二

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部分成員合影德州南方大學孔子學院部分成員合影（（從左至右從左至右：：中方院長易曉中方院長易曉，，
志願者曹雅雯志願者曹雅雯、、杜晨曦杜晨曦、、李卓李卓、、王雨王雨、、祁朋樂祁朋樂、、週鎮週鎮、、張恆張恆）。）。 ((孔孔
院提供院提供))

孩子們看大熊貓的眼裏閃耀著星星孩子們看大熊貓的眼裏閃耀著星星。。 ((孔院提供孔院提供))

軍人與大熊貓及德州南方大學孔院志願者王亞寶軍人與大熊貓及德州南方大學孔院志願者王亞寶（（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孔院提供孔院提供))

鮑韋德先生和夫人與大熊貓和德州南方大學孔院人員合影鮑韋德先生和夫人與大熊貓和德州南方大學孔院人員合影。。 （（右一右一））
中方院長易曉教授中方院長易曉教授，（，（右二右二、、三三））鮑韋德先生和夫人鮑韋德先生和夫人，（，（左一左一、、二二））志志
願者周鎮願者周鎮、、曹雅雯曹雅雯。。 ((孔院提供孔院提供))孩子們的臉部彩繪孩子們的臉部彩繪。。 ((孔院提供孔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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