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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月日本韓國12天赏樱之旅$1800 (包機票 团费 門票 小費)
3月休斯頓牛仔節、新奧爾良狂歡節3-6天$388起
7月國慶日相約阿拉斯加遊輪$899起
9月/10月雲南兩山西遊記團$268

美西 、美東 、黃石折扣高达47%
德州团最高折扣15%  佛州、郵輪最高折扣12%

東方快車 西藏 新疆 埃及 坎昆 北極光 中南美州 豪華遊輪

機票回 越南/上海$0元

太空中心門票$18   
台灣 日本 韓國 新/馬/泰 (買一送一)  中國簽證$170 
江南團 台灣來回機票$399   
代理Viking遊輪 Gate1旅遊 Globus旅遊 廉价机票 

3-4月12天南北越柬埔寨$2900+ (日本/韓國/泰國/江南)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上海日本團$868(全包價) 暑假回國機票$625起

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一條狗的回家路》發佈
中國風海報
《死侍2》中國行爆絕密
彩蛋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90129_4分之1版簡

近幾年來，由于人民幣貶值、
股市動蕩、投資國內房產利潤有限
、霧霾嚴重等因素，越來越多的中
國富豪選擇到美國投資房產。

根據美國當地一家房產網站
的調查顯示，中國買家對以下十座
美國城市最感興趣，按熱度排名依
次為：紐約、洛杉磯、費城、底特律、
休斯頓、芝加哥、拉斯維加斯、亞特
蘭大、聖迭戈和孟菲斯。

一般來說，投資美國房產分為
兩類：剛需房和投資房。

剛需房：子女留學需要買房
剛需房，這和國內差不多，移

民國外需要自住或者孩子在外留
學需要學區房。新移民需要一個自
住的地方，而近10年來移民美國的
中國人大都是中產階級及以上的
家庭，在國內積累了一定的財富，
加之國內對于美國房子的印象都
是帶花園的別墅，致使這幾年在美

國購買的房屋自住的國人大都以
別墅為主。

國內學區的概念是效仿美國
的（其實學區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
國麻省，為了保障各區的學子能就
近入學，而後各國開始效仿）。作為
對下一代教育日夜操心的中國人
來講，美國的學區房也很好理解：
在學區擁有房子小孩就可以就讀
學區的小學或高中。

投資房：為了讓資產保值增
值

投資房，通常分為兩種，一種
是有實際產權的投資房，一種是有
股權卻無實際產權和决定權的房
屋。

先說說有實際產權的房子：和
國內一樣，收益多以收取房租為主
，等過了幾年房價升了再賣出去。
這種投資方式收益是比較可觀的，
近5年來美國的租金一直在漲，根

據美國知名房
地產網站Zillow
的預測，未來租
金還會持續上

漲。在美國租金年收益一般在
5％-8％左右，而如果是在廣州體
育中心附近出租一套房的話，年回
報率最高也只有3.5％左右。
【優點】收益較高，有實際產權及管
理權，對承租人的挑選、租金的升
降都可自己决定，當有需要時還可
轉化為自住房。說白了就是手裏有
套房，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缺點】相對來說，比較操心，風險
自負。

說句題外話，其實大部分投資
美國房產的人都有個共同點，就是
喜歡把房子租給當地的美國人。另
外說下，美國租賃房屋是合同制的
，合同期內是不可以漲租金的（除
非合同寫明房東可隨時漲，不過這
種條件一般租客是不會接受的）。

只有股權的房屋

再來看
看，只有股
權的房屋。這種方式一般就是融資
公司招募投資人，幾個或幾十個投
資人合夥去買下一套或幾套甚至
整個小區的房子來出租，而租金所
得以百分比分給投資人，自己再抽
點傭金，賣房子的時候也是同樣的
方式。其實與其說是房屋，不如說
是種理財產品，因為實際上投資人
只是把錢投進去某個項目，租金的
多少，什麼時候賣都是由融資公司
這邊决定。
優點：有專人管理，你一般無需操
心，風險較低，項目由融資公司評
估執行，事前會有大量考量評估。
缺點：對房屋無實際控制權，無法
轉化為自住房。在現在人民幣不斷
貶值的大條件下，越來越多的人去
美國投資房產。

別再埋怨，一年工資買不到北
京的一個衛生間，因為有人已經在
海外的別墅泳池裏暢游，悠哉享受
人生。(取材美房吧)

為什麼中產都扎堆
去美國投資房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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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和買家在地產交易中經常發生著一個怪像，多少年
來，它是各種矛盾的始作俑者，許多糾紛由此產生，許多誤會
由它引起，許多怨恨由此結下。它既是經紀人難于向當事人解
釋清楚的死角，也是當事人難于理解經紀人用心的地方。它既
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它既是一個過去發生過
、現在發生著，也是一個以後仍然存在的問題。它的存在，讓
許許多多經紀人倍感從業的艱難，也使當事人常常疑惑經紀人
的職業道德。不僅如此，它還是一個簡單了再簡單不過、又複
雜了再複雜不過的心理問題。多少年來，許多經紀人因此含恨
轉業，許多當事人也因此對經紀人抱定一生的偏見……

讓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李先生由麻省到長島買房，銷售
經紀人展示每一個房子時都大喧溢美之詞，李先生挑了其中一
個，將其買下。入住後發現房屋質量瑕疵，轉而怒向經紀人：
“為什麼騙我？！”由此造成反目為仇在先，法庭相見在後的
結果。

讓我們再來回溫另一個案例。說的是兩個十幾歲的女孩看
了恐怖片後，模仿影片情節，半夜躺在高速公路上，期望與恐
怖片類似的故事發生，結果一死一傷。家長把製片人和導演告
到法庭，法官判被告勝訴，理由是發布和傳遞信息者對接受信
息者的反應和由此產生的後果不負責任。換句話說，就是接受
信息者的行為後果由其自身承擔。

上面兩個看似不相關的案例卻引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在
因發布信息影響他人判斷、造成不利于他人後果的情況下，發
布信息者該不該對其負責？

答案卻因性質和情節而異。
先看看經紀人這一方，做大力推銷的努力，宣傳標的物的

優點、亮點，實是合法合理的工作內容，宣傳本身不應被厚非
，但經紀人的素質卻良莠不齊，難免鼓搗出事端來。

再看看買家這一方，需要得到圍繞標的物盡可能多的信息
，以供判斷之用。向經紀人索要信息行為本身也不是厚非內容

，但買家個人情況因人而異，決策失誤經常發生。
這其實是服務者向被服務對象提供服務的過程，也

是被服務對象接受服務的過程。在通常情況下，這是完
整的售房過程的組成部分，也是房市交易中常見的合作
內容。標的物好不好可由經紀人介紹，買不買則由買家
自己決定。

它們之間既是各自的獨立行為，又有因果關係。對
買家來講，信息是外因，自己是內因，內因通過外因作
用可能起變化。

對經紀人來說，是一個投放信息數量的工作過程，所提
供的信息應該遵守客觀真實的原則，不能藏著掖著，不能欺
騙，要誠實、公平。買家則根據所有信息，綜合判斷直至做
出決定。

問題的關鍵是經紀人的信息質量和買家的決策質量，任何
一方出狀況，也許導致不公平的結果。如果經紀人提供虛假信
息，就涉嫌欺詐，就要負法律責任。諸如故意掩蓋不利于當事
人的事實，擴大或者縮小事實，誘騙買家做出不利于買家自己
利益的決定等等，一經查實，難脫其咎。如果買家掌握的信息
量有限，做出了事後被驗證為相對質量較差的決定，又沒有證
據證明遭人欺詐，其結果就得自己承擔。

讓我們分析一些實踐中常遇到的現象：
經紀說，“這個房子很漂亮，地段好，學區也好，適合于

你。”這些都是形容詞，富有彈性，不屬於虛假信息。換句話
說，漂亮與否、好不好、適不適合都是相對的，寸有所長，尺
有所短，不應該對買家決策產生實質性影響。

經紀提供房產價值書面或者口頭報告是幫助買家認識市場
的一種服務，價值報告的準確性因人而異，買家也只能作為參
考，因為價格是另外一回事。

經紀明知4個月後宅前要挖個下水溝，而故意隱瞞，屬於
提交不實信息行為。

經紀確實不知道房屋漏水，沒有介紹這方面信息，不是故
意隱瞞。

買家入住後5個月，鍋爐和庭院灑水裝置壞了，抱怨經紀
人是不對的。

買家過戶後覺得成交價過高，產生後悔感，埋怨經紀人是
不合理的。

實踐中，有些初次買家由于缺乏地產知識，決策過于保守
或者貿然，患得患失，決策時機與決策質量都做不到心裏有底
，埋怨經紀人的事情經常發生，問題就出在買家對信息的掌握
、判斷程度和自己對財產處置權的把握上。通俗地講，自己是
決策人，做出的決定就應由自己承擔後果，而不應傷及無辜。
如果買家能夠證明自己的決策失誤是由于他人誤導所致，可以
運用法律手段追究誤導者的責任。

房產交易實踐中，律師、經紀人、會計、房檢員、朋友等
的建議都是買家參考的信息，他們都不能替代買家自己的主體
法律地位和行使相應的權利。

總之，信息投放度與量的把握反映經紀人的職業水準，決
策質量則反映當事人對市場的認識。不同水準的經紀人與各種
各樣的當事人之間的碰撞擦出了各種各樣的火花，有些火花卻
成了糾紛的導火索，這就是本文開始談及的怪像。如果大家認
識到界定責任，把握好度與量，這些怪像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90112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理性對待買房決策失誤理性對待買房決策失誤

美國購房有哪些好處？
1.房屋貸款利息部分可以抵稅
在美國購買房子後,買家支付的貸款利息可以從個人所得

稅中扣除。這是政府為了鼓勵民眾自購房屋的優惠政策。
2.房產稅可以抵稅
還以50萬美金的房子來舉例，如果按1%繳納房地產稅，

一年就是5000美元，又可以減600的稅。
3.房貸優惠

借款者可以申請固定利率的貸款，將來不管市場
利率多高，還款不受影響。現在美國30年利率為4.3%
。如果將來利率再一次下降，可以隨時申請重貸。

4.地區政府補貼
一般只要你在某個地區住滿多少年(例如10年), 地

方政府經常給予5-10萬美元的補貼。

美國購房基本概念區分
1.城市與鄉村的定義
在美國的大都市，並沒有絕對的城市和鄉村的定義，只是

城中心有一個很小相對集中的downtown，其它的都是由小的
City構成。

2.房產稅不同
在美國，只要擁有房子就要交房地產稅，加州的地稅差不

多是在1.2-2.0%間，各州的標準還會有各自的不同。所以每年
交房地產稅，成為了屋主持有的固定成本，這也因此使得美國
房屋的空置率降低，相對抑制了大肆炒房的行為。

3.計算房屋面積的尺度不同
在美國是用平方英尺來計算房屋面積的，比如說3000平

方英尺的房子，是指屋子的室內居住面積，相當于278平方米
，但如果說一套獨立屋的面積，則要再加上前後花園，車庫等
的占地面積，那面積就遠遠不止3000平方英尺了。

4.貸款政策不同
在美國貸款買房，絕大部分的貸款期限是固定利率的，但

也有浮動利率，貸款人要自己承擔利率上升的風險。當然不論
你用什麼方式貸款，都是可以在貸款沒有到期之前，重新貸款
或全部還清。（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購房四大優勢美國購房四大優勢
以及基本概念區分以及基本概念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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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價值因為估算依據的不同，數值可能截然不同；目前
最常見的是“市場價值”（Market Value）和“估定價值”
（Assessed Value）。

“市場價值”是買家目前願意支付的購屋價格，由估價師
決定，估價師通常是在貸款機構評估要放貸多少錢、或者您公
開求售訂價時，由貸款機構聘雇；另一方面，“估定價值”取
決于市場價值，在美國許多地方，通常是市場價值的某個百分
比， 因此，估定價值低于市場價值。

“市場價值”
“市場價值”最具爭議的是，其依據究

竟是買家“願意”支付的價格、抑或是您認
為買方“應該”支付的價格？估價師如果想
精確推估市場價值，關鍵依據是近期類似地
產的銷售價格。

雇用估價師的成本大致是三、四百元，
估價師通常會查看近六個月鄰近房屋的銷售
資訊，舉凡房屋的面積類型、屋齡、臥室數
量等等，也會將導致估價不同的主要因素納
入考量。

您也可借助免費線上工具估算房的市場
價值，諸如Zillow公司的

Zestimate、realtor.com 的 My Home、或
者聯邦住房金融機構的House Price Calculator
，但精確度不及估價師。

“估定價值”
市場價值是推估房屋估定價值的依據，但由于估定價值被

用來推算您積欠多少房產稅，所以和居住地的法律息息相關，
國際評估官員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ssessing
Officers）研究經理庫薩克（Margie Cusack）說，估定價值將
由各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架構確定，許多州對價值設限，因而對

地產設定市場價值，但而後會有法律允許推算估定值，非常在
地化。

建議人們用心瞭解各地如何推算估定價值、以及房產稅何
處去。

不認同房屋價值怎麼辦？
無論屋主不認同房產的市場價值或評定價值，都有因應之

道。
針對市場價值，可要求第二次評估，假如因為漏看了某些

項目，估價師可能願意再次查看房產後重估而不額外收費。針
對估定價值，許多估定師辦公室都公布聯絡訊息，偶爾也公開
討論房產價值評估的個別問題，在您請求重新評估前最好先造
訪當地評估辦公室的網站，以獲取相關訊息。（文章來源：美
房吧）

I/房地產專日/190112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屋市場價值和估定價值有何不同美國房屋市場價值和估定價值有何不同？？

在供應超過需求、低迷的房地產市場中，業主通常可以通
過降低價格來更快地賣掉自己的房子。但除了降低要價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賣房的吸引力。

以下是吊起買家胃口並斬獲最好價格的一些竅門。

和鄰里有別
為了吸引注意力並讓買家對房子難忘，可以考慮定制設計

或添加，例如景觀美化、高檔窗戶或新屋頂。這可以幫助改善
印象，同時可能為房子增加價值。改進應該是實用的，並使用
能夠吸引大多數人的顏色和設計。此外，它們應與房子中其他
設施相輔相成，例如在室外游泳池建造甲板或庭院。

數據顯示，全美衛生間改造後的平均回收率約為58%。對

于翻新的屋頂，這個比例甚至更少。如果業主打算投資家居裝
修，請先行研究，確保將資金投入到可能為其帶來最佳回報的
方面。此外，如果業主添加了任何買家會感興趣的功能，請確
保它們被列入房子的房源信息中。賣房市場相對低迷時，每一
個小優勢都不容忽略。

清理雜物
在向潛在買家展示之前，必須從家中清除所有雜物，因為

買家需要在業主的空間中想像自己未來的生活。這可能包括拆
除一些家具以使房間看起來更大，並收起家庭照片和個人物品
。您甚至可能想雇用一位能幫助您更好地利用空間的人士。費
用從基本諮詢的幾百美元到幾千美元不等，特別是當業主需要
租用現代的中性家具來展示房子時。

給“甜頭”吃
另一種讓買家覺得有吸引力的方法就是提供可能讓買家愉

悅的物件或條款。例如，向買方提供幾千美元信貸以降低成本
的賣家，或完全支付收盤成本的賣家在某些情況下會受到購房
者的更多關注。

還有一種方法是提供可轉讓的房子保修。一年保單的費用
為300至400美元，包括壞掉的電器，如空調和冰箱。根據條
款，也可以涵蓋其他設備和家用電器。

另外很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些買家喜歡短時間內、效率高
的成交過程。如果您可以在30至60天內完成交易，這可能會
使您的房子備受買家青睞

改善房子外觀
賣家經常忽視房子的“顏值”。買家看到的第一件事通常

是房子的外觀和周圍社區的環境。儘量確保房子外部用油漆刷
新過，並且灌木和草坪都經過精心修剪。在房地產這個領域，
外觀意味著很多。

隨時可“入住”
外觀很重要，但門、器具、電氣和衛生設備必須符合現行

建築規範和工作秩序。
同樣，業主必須讓房屋處于有條不紊的狀態，並給潛在購

買者製造一種印象，即他們可以直接入住享受新生活，而不用
花時間和金錢來維修。（文章來源：美房吧）

比低價更能吸引房屋買家的技巧比低價更能吸引房屋買家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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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 Tan
陳太太

( 國 , 台 , 英 語 )
281-630-2212
281-340-4116

R01-SIA REALTY星印美地產56C_8

Sandra Tsui
陳小姐 
 ( 國 , 英 語 )  

281-650-0742 

1.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木地板，漂亮水晶吊燈  ，櫥房花崗
    石臺面, 高級櫥櫃 。僅售 $499,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木地板，櫥房花崗石臺面,  近購物中 
    心，交通方便。 僅售 $398,000.
3.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I-59, 交通方便. 3房3.5浴, 二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銹鋼廚具, 木地板. 僅售 
     $349,000.  可立即入住.
4.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3浴，二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
     僅售 $179,000.   
5.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2.5浴，二車庫，新內外油漆及新外墻，浴室重新裝修；2018洗碗
     機，2017 熱水爐。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203,000
6. 商業: 近醫學中心, 新裝診所出租,距醫學中心10分鐘,5435平方尺,$1.8/平方尺/月,(NNN), 13個獨立
     診室,2個公共區域.現有新診椅等設備可議出租或出售.聯系:832-768-7068; 或832-860-5898.
7.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8.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 可立即搬入。
9.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281-787-9300

住家﹑商業﹑投資管理

賣房高手

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美美地產

MeiMei Ou
獲獎經紀人

經驗豐富(20年)
誠實可靠

meimeiou28@gmail.com 微信號：Meimeiou28
R01-REMAX-MEIMEI 美美地產56C_8

以下房子都沒淹, 現在是買房好機會!
1, 糖城熱門社區TF, 全10分學校, Clement高中, 約4200呎, 5房4.5
浴室+影院+陽光房, 多樣升級, 8年新, 有湖景和綠帶, 交通便利. 集地
段佳/房子好/學校優/環境美四大優勢於一身, 僅64.8萬, 超值!
2, 糖城廣場旺鋪出租，約1600呎, 靠近繁忙6號公路, 周圍有多個住
家社區, 鄰近學校旅館，很適合做餐館甜品和奶茶店美容美發中醫養
生按摩等
3, 糖城名區*Riverstone,  FB好學區,約4仟呎,5房/4.5浴/書房/GM, 
戶型漂亮實用高挑頂, 2睡房樓下,裝修豪華,占地大0.38英畝, 後院有
小溪和大樹,風景優美安靜有隱私, 幾分到超市歺館, 僅45萬9, 良機！
4, Katy名區Cinco Ranch, 一層3房2浴, 學校好,交通便利, 近高中和
湖, 僅21.8萬, 適合投資.
5, 米城名區SP最佳地點, 近Riverstone, 3房+2浴+書店, 上區內三所
好學校, 僅22萬, 方便到市區醫學中心, 僅22萬, 投資自住兩相宜.

16300 Sea Lark RdHouston, TX 77062

281-468-6368

Email:goldenkeyhomeloan@gmail.com

新舊房屋買賣
商業地產投資
專業地產知識
免費市場分析

買房貸款
重新貸款
最佳利率
無費貸款

低費貸款
手續簡單
信息保證

誠徵有執照的Loan Officer

Mortgage Broker, Realtor
微信：sammywang88

經驗豐富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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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對外國投資者持歡迎態度。
同時，法律透明公開，購房程序要比其它國家相對簡單明瞭。
任何人都可以購買美國房產，只要你擁有中國護照，你就可以
完成購房交易，即使你沒有美國簽證，也可以通過傳真完銷售
易。下面小編就帶大家瞭解下美國房產稅繳納百分比的相關內
容。

各州稅收不同
全美的房產稅在1%~3%不等，不同的州、同一個州內不

同的縣市有不同的稅率，例如，在大西雅圖地區，西雅圖市、
貝爾維尤、瑟馬米什就用不同的房產稅率：西雅圖市的房產稅
不足1%，貝爾維尤約1%，瑟馬米什為1.2%。

西北低，東南高
北部各州及西海岸的房產稅較低，基本上介于1-1.5%，最

低的為夏威夷州，只有0.28%；而南部各州的房產稅普遍較高
，例如德克薩斯州，各城市的房產稅介于2.5-3.5%。同樣價位
的房產，在不同城市需要繳納的房產稅有很大差別。例如一棟
價值100萬美元的房屋，在夏威夷每年只要繳2800美元的稅，
在西雅圖市則需要繳納1萬美元，如果是在德州的休斯頓，則
需要繳納3.3萬美元左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同樣的一個
二層獨立別墅，在休斯頓的優質學區地段，售價20-30萬美元
，所以房產稅約6000-9000美元；在洛杉磯優質學區地段，售

價就可能高達100萬美元，但洛杉磯房產稅僅為休斯頓的1/
3，計算下來，房產稅在1.1萬美元左右，所以要綜合來看
。

在中國買一個普通公寓，現在就可以在美國買一個獨
棟別墅。相對而言，在美國買房子是已經具有投資價值。
同時，也可以為若干年後子女去美國就讀中小學或者大學
做準備；作為度假或者養老的居所也是不錯的選擇。

一般講，買房與移民美國沒有直接的聯繫。外國人只
需要提供身份證明和合法入境美國的簽證就可以在美申請
購買房產。買房可以被視為一種投資行為。

美國每個州的法律法規都不一樣。 但一般講，需要申
請貸款買房的要比一次性付清的所需材料更多，手續更複雜，
時間也會更長。現金付款最短2個星期即可辦完所有手續，貸
款一般需要2個月的時間。

關于美國房產稅是多少？
房產稅(包括商業，私有)占美國稅收收入的70%，不論你

買或租(已在租金裏，)都要繳納。一棟房子的價值取決于地點
，學區，交通。房產稅控制了投機炒作，穩定房市供求和用于
城市發展建設，福利醫療，治安教育等等。小孩的教育和醫療
直到高中畢業或18歲都免費的，校車每天接送。你房子升值
了，應該是整個地區的房子升值了(代表整個地區發展已完善)
，稅率自然會降低。美國各州或地區的稅率都不同(1%到3.3%)

，要看當地發展而定。擁有大房子，開好車，過資本主義生活
，這不就是美國夢嗎？還怕什麼交稅。(房子出租賺錢後交的
是所得稅)

房產稅：房產稅在美國各個州和地區都不同，一般在1%
多一點。

政府會對每個房子做一個評估價，然後根據評估價計算房
產稅。很多國內非專業的投資人對房產稅都有誤解，其實按
1%計算，就是你交100年房價才漲一倍；實際上100年之後房
價早已漲了至少10倍，房產稅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計。同時在
中國雖然沒有房產稅的概念，可是只有70年產權，房子的建
築成本只有2000多人民幣一平米，也就是說大部分成本都是
土地成本，把房子的土地成本分攤到70年裏，你所花的錢比
美國的房產稅其實還要高不少。（文章來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90119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產稅繳納百分比美國房產稅繳納百分比

許多房主通過重塑自己的家園來提高房屋的價值，但要瞭
解那些重塑會給你的房屋帶來最多和最差的利益是件非常困難
的事情。為了避免花費額外的錢，您需要考慮通過一些廉價的
方式來大幅度提高您房屋的價值。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解釋一些最佳和最差的房屋裝修方式
，以便您避免花一些冤枉的資金，並通過裝修使您房屋的價值
有大幅度的提供。

最佳方式

外觀小改進
第一印象是一切。當買家走進您家園的時候，您家外觀看

上去非常有吸引力對買家來說
非常重要。一些簡單的例子是
，您的房子剛刷了新的油漆，
您定期割草，您的花園裏剛剛
鋪上了一層新覆蓋物都可以大
大提高您房屋的當前價值。

更新廚房檯面和櫥櫃
廚櫃和櫃檯面可以使廚房

煥然一新。您不需要對整個廚
房進行改造，而是找到一些價
格便宜的中性色調的廚房檯面
和櫥櫃進行翻新，讓人留下全
新和非常時尚的印象。

臥房是關鍵
主臥是整個房子中最重要的一個房間。把錢投到每個單獨

的臥室上，還不如把錢集中投資到主臥上。添加電壁爐、新刷
的油漆或主臥室的私人陽臺或給主臥室添加一個套間都可以幫
助您帶來更多的豪華感和吸引力。

露天座位
明智地使用您外部空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能找到一個

舊的庭院設置或甚至是廉價庭院設施，這讓人感覺外面有一個
活生生的空間存在，這會增加您的房屋價值。

更新空餘的地方
如果您可以改造您房屋的地下室或閣樓，這可以增加您房

屋的面積，這將極大地提高您房屋的價值。裝修地下室或閣樓
可能很貴，但您的房屋能賣出更高的價格。

最差方式

更換屋頂
如果屋頂結構還好，您沒有必要更換屋頂。更換屋頂可能

是裝修中最昂貴的支出，而您很有可能不能通過房屋出售把這
些投資收回來。

定制
大多數購房者尋找一個他們能想像居住在之中的中性房屋

。您可以通過提供大眾所接受的樣版房吸引更多的潛在買家。
您家中的定制設計最終會讓您血本無歸。這些定制適合您的品
味，但並不適合別人的品味。

建游泳池
游泳池雖然很好，但他們的維護成本相當昂貴，不會給您

的房屋增添價值。

內置新的技術
當今的技術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任何內置到您家裏的技術

或設備可能在短短幾年內過時並需要更換。您無法通過房屋銷
售將這些新技術的成本收回。（文章來源：美房吧）

最佳和最差的房屋裝修方式最佳和最差的房屋裝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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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長遠，買房時假設會持有這套房產至少五年
房產是一項重要投資，也是安家立業的關鍵。根據最近

Zillow實時報告2017年60%的賣家在出售的房屋內住了至少十
年，24%住了至少20年。當然也有很多人買房是打算居住更
長的時間（甚至沒有未來出售的打算）。近一半（46%）的房
主一直居住于自己購買的第一套房屋中。簡言之，要買一棟你
自己真正想住的房子，房屋的裝修風格和空間能夠滿足你現在
和未來的需求。

為提高生活質量而買房，而不是出于投機的目的
房屋不僅是一筆經濟投資，更是承載著你生活的地方。房

產市場變幻莫測，如果你在購買首套房時就期待它在短期內讓
你大賺一筆，那你也許會大失所望。不論房產的價值怎樣變化
，你都很有可能在裏面住上好幾年，所以你選房的終點應該是
找一處滿足你需求的住所，助你實現嚮往的生活。

關注對你來說重要的功能，
不要被多餘的功用干擾

目前的房產市場房源短缺，2017年12月的庫存量比2016
年12月減少了10%。因此，在尋找房屋時要謹記只關注滿足你
的需求且在預算範圍內的房子，多餘的功用很可能會造成超支
。這些功用會直接抬高房價，但過了最初的新鮮感之後，你會
發現自己多花了冤枉錢。

選房前列出你對理想房屋和社區的基本需求清單，找房時
嚴格按照這份清單進行篩選，不要被多餘的功用衝昏頭腦。

做好預算並且嚴格執行，不去看超出預算的房屋
做好預算至關重要——最好在看房前就完成這一步。在當

前房產市場中，買家稍不留神就會超出預算，競爭激烈的市場
更是如此。2017年購房的買家中有29%超出了預算。造成這
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段位置。Zillow的數據顯示，在市
區買房的買家有42%都超出了預算，相比之下，近郊僅為25%
，而鄉村20%。

當然，市區內房價更貴本身是必然。父母希望孩子接受更
好的教育，而且專家認為花在通勤上的時間越短能提高人們的
生活質量。但是，你還是要對當地市場和自身情況有理性的認
識。要清楚自己在哪些地方妥協，比如面積可以小一點、自己
進行房屋整修或換一個社區。

20%是比較理想的首付比例，
如果無法負擔就減少首付或降低預算

如果經濟條件允許，20%的首付比例是比較理想的，原因
有以下:

首付比例不足20%的買家要支付保險金
，通常以私人抵押貸款保險(private mort-
gage insurance, PMI)的形式支付。由于目
前按揭利率較低，選擇PMI帶來的經濟負擔
比從前要輕一些。很多市場中，每月按揭貸
款（有PMI的情況下）可能會低于每月租金
，但不可否認PMI依然帶來了額外的負擔。

一般來說，首付比例較高的買家通常更
容易競得房屋，在買房過程中提交的報價次
數更少，買房成交速度更快。Zillow的研究
表明，在同樣的市場條件下，首付較高的買
家平均提出1.9次報價，而首付較低的買家
則提出2.4次報價。

首付比例較高可降低你的財務風險。如
果當你想要賣房時市場不景氣，你一定不會
希望自己的欠款比房產價值還高。

什麼樣的人在買房？
儘管首付已經是一筆不小的費用，但留出戰略儲備金，並

將其與普通銀行賬戶分開也尤為重要。
儲備金應足夠支付六個月的生活費用，以防生病、意外支

出或失業等情況的出現。戰略儲備金不僅可以幫你在危急時刻
度過難關，也能讓你心裏更有底。

提前獲得貸款申請批准
如果你力求穩妥，那就選擇最常用的30年期或15年期固

定利率按揭貸款。
房貸預批過程需要遞交所有文書，記錄你的收入、債務和

信用分數，還要瞭解所有可用的貸款選項。這個過程有點折磨
人，但可以為將來節省時間。房貸預批能夠向賣家證明你有足
夠的經濟能力，是可靠的買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讓你充分
瞭解自己的負擔能力。

按揭類型多種多樣，你需要評估所有選項，並從中選出最
適合自己家庭和經濟狀況的。常用的30年期和15年期按揭貸
款就有很多優勢。其中最大的優勢是固定利率：30年期即為
30年內按揭利率保持不變，15年期同理。

這些貸款通常利率較低，但每月還款額較高，因為你必須
在貸款期限一半的時間內還清利息。傳統的固定利率按揭貸款
助你管理家庭預算，因為你可以確切地知道未來多年內每個月
需要償還的貸款金額。這些貸款方式簡單易懂，而且目前利率

較低。
最後一個優勢是，它們不會以較低的首付款誘惑你去購買

超出你負擔能力的房屋。

貨比三家，選擇最適合你的按揭貸款
儘管買房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人生最大的一筆支出，但仍

有很多買家在選擇按揭貸款時不進行比較（52%的人僅考慮一
家貸款方）。我曾經也是“偷懶大軍“的一員。這的確為我省
去了不少惱人的電話和麻煩，但偷懶的後果是多年來我每月要
多付40到50美元。按揭利率半個百分點的差異就意味著你在
整個貸款期間要多付出幾千美元。所以，權衡所有可用的貸款
選項非常重要，這樣才可以選到最適合你需求的貸款方，而不
是直接和你聯繫的第一家合作。

對買家來說，他們辦理按揭貸款最看重的三個因素是：
1. 貸款方提供滿足其特定需求的貸款方案。
2. 最具競爭力的貸款利率。
3. 一貫按時結算。

房產支出不要超過稅後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房產支出上，寧少勿多。對于大多數地區，“三分之一

”仍然是普遍適用的衡量標準。如果租房，每月房租支出也建
議控制在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以內。

即便已經做好買房的準備，
也要有報價被拒的預期並及時放手

買房過程耗時又費力，但如果買到了滿足你各項需求的房
屋，一切努力最終會得到回報。但是，如果你沒有馬上找到滿
足需求的房屋，那麼處理好你的預期至關重要。如果賣家不接
受你的報價、房產沒有通過檢查或者時機不成熟，你應該及時
放手。緊握你的必備清單，充分瞭解自己的負擔能力，切忌眼
高手低也不要勉強將就。

錯過某棟房屋其實並沒有什麼可難過的。買房是一場持久
戰，調整好心態你一定會買到理想的房子。（文章來源：美房
吧）

I/房地產專日/190119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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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必看留美必看：：在美國出車禍應該怎麼辦在美國出車禍應該怎麼辦
車禍不會再每天的生活裏出現，開車就難

以避免，第一次出車禍通常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畢竟不是自 己的地盤難免手足無措，碰到nice
的人還好，如果偏偏碰上那些想占保險公司便
宜的人就比較麻煩。

在這裏，寫下一些個人和朋友的案例與經
驗，供大家慘考，讓更多在美國留學[微博]的兄
弟姐妹們在享受駕車樂趣的同時，在車禍來臨
的時候，知道我們應該如何去應對和維護我們
的正當權益。駕車需謹慎！！

車禍後的立行tips
一. 車禍後在可以正常活動的前提下
1.拍照--把車停在一邊後 如果是對方肇事

的話先把對方的車牌照下來或記下來，如果是
自己肇事的話就把對方車輛的損壞部位拍下來
report給警察的證據避免後面的麻煩

2.報警--說明事故原因和地點，傷亡程度(
嚴重的話，他們可以帶救護車一起來)這些他們
也都會問。

3.雙方交換電話號碼和保險公司的policy
number

4.警察來後向警察說明事故原因，一定要
如實回答，如果身體有受傷也需要上報。不管傷
多輕 身體是自己的，事發後無論任何原因 可
要求去醫院體檢。做report的時候一定要說，不
然保險公司賠完了後，車禍後遺癥的話就沒人
理妳了。(以上情況建立在肇事方是對方，如果
是自己撞得別 人，自己就管自己了)

5.如果不是妳的原因永遠不要去說sorry。
6.如果事發原因和當時的路況有關的話也

照下來，這可以成為為自己辯解的一個證據，可
以要求政府承擔一部分費用。( 以上出現的情況
會在下面的案例裏詳細說明)

二 . 在車禍後無法正常活動的情況下
Just wait。在美國會有好心人替妳報警的。

如果撞得妳無法正常活動了，對方應該也差不
多，車禍到了那個程度的話就不用去擔心別人
在哪了，老老實實呆著別動等救護車。當然車禍
到這種情況的大多也就是highway 了。

三. 在離開現場後
如果是對方肇事
1. 先與對方保險公司取得聯繫 說明事故原

因 車輛損壞部位 個人受傷情況 提供個人信息
與警方report的信息等等

2. 等待保險公司與對方車主核實信息後拿
到 Claim number

3. 選擇維修地點反饋給對方保險公司
4. 拿 cliam number 去維修方商議詳情與

租車事宜
如果是已方肇事
5. 如果對方問題不是特別嚴重的話 可以選

擇脫離保險公司自己承擔對方維修費用，這洋
可以免去保險公司的record 保險費也不用漲啦
。恩，這洋做是合法的。

6.如果比較嚴重的話，聯繫自己的保險公

司repeat the step 1-4.如果有人員傷亡的話請
聯繫律師取得更全面的支持。

案例一
肇事方：對方
已方車輛損壞程度：★☆☆☆☆
對方車輛損壞程度：★★☆☆☆
案件複雜指數：★☆☆☆☆
這是我自己在上周發生的一起車禍，在我

要從Prospect左拐時(那條街沒有轉向道)，肇事
方追尾撞上了我的左側保險杠。當時車晃了一
下，沒那麼厲 害，心想保險杠完了。接著左拐後
，肇事方跟著我停到了一邊，馬上下車先把他車
牌給拍了下來(第一件事就是下車拍對方車牌)，
叫他下來，大家都沒什麼事，然 後連忙跑到後
面去檢查車況。

開的是朋友的奧迪，保險杠除了有一道些
對方車上的漆之外沒有任何dent 或者劃痕，
(shit，還是德國車和美國車抗撞，現在保險杠用
的大抵都是可吸能塑膠，能在承受第一的程度
上的撞擊後自行還原，當然撞得厲害還是得碎，
心存感激的贊美了德國車一番 )。

另外一邊發現撞我的人是我一高中同學，
他問我要不要叫警察，我一看說啥事沒有就不
用了，然後去看他車infiniti 車前蓋撞成拱形。大
家都認識一看沒什麼事我就讓他走了，後來回
家還是不放心，再檢查一遍後發現排氣管給撞
得有點歪，當時太黑也沒太註意。我後來先報
了警，做了report，然後到facebook找他要電話
號碼說明一切，還好這個白人也比較nice，也很
合作。(其實事發後應該就要先報警 然後拿對方
的電話和保險policy number 這洋在等警察的
同時 也有充分的時間檢查車，後來我也不用弄
得這麼麻煩)

要到他 的insurance company電話和pol-
icy number 後打電話告訴了他們保險公司當時
的情況，和車輛損壞的部位。在他們與車主核實
信息後保險公司會給一個Claim Number，這個
很重要，去修車租車都靠它，他們會直接找對方
保險公司收費。

然後保險公司會給幾個指定的修車廠，網
上查查review選個不錯的就可以。在車輛修理
過程中，就去租輛車用，但是保險公司只承擔
weekday部分。

案例二
肇事方：對方
已方車輛損壞程度：☆☆☆☆☆
對方車輛損壞程度：★☆☆☆☆
案件複雜指數：☆☆☆☆☆
朋友在去機場送人的路上被別人追尾，因

為撞得不是很重 下車後檢查 除了別人蹭了點
漆到他車上之外就沒啥事(當然也因為是一輛
福特美國車)因為趕著去機場 也沒叫警察和找
人家要聯繫方式什麼的，車牌也沒照。本來朋友
以為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殊不知第二天 車裏

的電路系統壞了。除了能開車燈之外，儀表盤和
車內燈不亮了，轉針也不動了(當然也因為是一
輛美國車)。我朋友給悔的，然後自己掏了七百
刀給修好了。在 這種情況只能認自己倒黴了。

但是朋友們如果趕時間的話先要到人家的
聯繫方式和保險號，處理完自己的事情後再來
回頭來處理車子也不遲。

案例三
肇事方：對方
已方車輛損壞程度：★★★☆☆
對方車輛損壞程度：★★☆☆☆
案件複雜指數：★★★☆☆
一朋友當時行駛在gregory上，當時有在

修路所以又一些大型的機械在路邊，正淮備過
一個 intersection，被機器擋去了stop sign。朋
友一看沒有stop sign 也沒多想就直接過去了，
當時一輛橫行的pick up truck也在過 這個路
口，又恰好被機器給擋住了，結果可想而知，在
路口中心truck 攔腰直接撞上了朋友的suv。朋
友正下車的時候，這時路過的正好一老黑看見
此情形，大聲叫道“ HEY！That is her problem ,
i saw it！."啊 shit 啊，又沒有人要跑嘛，朋友倒是
被老黑這渾厚的叫聲嚇了一跳。

人都沒什麼問題，看了車況了，suv的側面
全給凹進去 了，truck除了保險杠垮掉後沒啥大
事，兩邊都開始打電話報警。警察不一會就來了
，緊跟這的還有一輛救護車，我朋友就納悶了，
人都沒什麼事，她也沒叫救 護車啊。這時高潮
來了，前一秒那truck車主還走來走去檢查車，
一看救護車來了，馬上一屁股給坐地上，作癡呆
狀。這一坐把朋友給看蒙了，嗎責法克啊 在美
國還能碰上這檔子事 啊。接著跟警察做筆錄，
護士在那問這問那，那truck車主說突然感覺很
dizzy 要去做全身檢查。啊shit，這把朋友給氣的
。

從醫院回來後，朋友連忙趕往事發地點去
拍照取證，因為畢竟是人家機器停放的位置導
致的 車禍，朋友一看又傻了，不知什麼時候在
那碩大的機器前面又擺上了一個新的stop sign
。啊shit啊，這美帝不是故意欺負人嘛，國人到這
就就變成弱勢群體，後來朋友給我說起，說來也
只怪當初沒留個心眼，拍個視頻什麼的，這洋理
由充 分政府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後來朋友的
保險公司要承擔對方在醫院和修車的費用，還
有自己的修車費用，後來朋友的保險每月也漲
了。

後記：美國現在有接近占總人口10%
的失業率，又創新高，拿社會保障金過日子
的人在20%左右。而這些人大[微博]多都沒
有醫療保險看不起病，碰到這種情況也難
免讓人家鉆了空子 佔便宜。出車禍後還是
得自己多留幾個心眼。是我們的錯自然要
去負責，如果有外界因素的話，全部得自己
承擔未免也太冤了些。在美國不像在國內，
有冤咱可以申 啊，這是我們的自由和維護

自己的權力。下面將介紹的這一個案例就涉及
了人身傷害，以及如何用法律的手段來挽回我
們損失。

案例四
肇事方：對方
已方車輛損壞程度：★★★☆☆
對方車輛損壞程度：★★★☆☆
案件複雜指數：★★★★☆
這是兩年前發生在我姨媽身上的一起車禍

，她從小區開出來stop sign 前停著淮備開入主
幹道，當時車比較多在拐入主幹道後被後面一
輛車追尾。她開的是一輛honda，整個後面給撞
變形了，後備箱也給撞開了。

通常情況下，如果是正面追尾的話，車座椅
會因為慣性撞擊人的頸椎部位，而大家都知道
頸部有很多人的中樞神經，頸部非常脆弱，撞擊
嚴重的話可因此致命。姨 媽頸椎一直就不是怎
麼好，當時她被這麼撞了一下後，就感覺異常不
這，在過了例行的車禍手續過後提出了擇日去
醫院檢查的要求。回去後，姨媽隔天就有頭痛的
反 應，然後直接去了醫院檢查。當時姨媽以為
就紮紮針灸按摩按摩的問題，結果檢查結果一
出來發現頸椎錯位已經壓迫到神經了，已經到
了手術範圍。在美國如果牽扯 到外科手術的話
就不是一筆小數目了，主要是身體因為車禍後
身體已經受到終身的傷害，并且影響以後的生
活。在朋友的建議下，姨媽抉定找律師與肇事方
打官司尋 求索賠。

然後姨媽就找 了這麼一個律師，當時律師
以為是故意找人訛錢，後來一看醫院的證明覺
得這官司贏的幾率挺大就給接了下來。後來官
司當然是打贏了，除了支付醫療費用之外，肇
事方還賠償了術後恢復期間的收入，以及對終
身影響的理賠，如果因這次車禍留下後遺癥的
話，今後的醫療費用也由對方承擔。

官司是打贏 了，手術後的姨媽還是常常覺
得手腳麻木，而現在姨媽她又要進行第二次頸
部手術。像這種天災人禍大家都是不願意遇到
的，這種情況只能提前贊贊人品 積多一點kar-
ma point 希望避免這類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車禍後身體有問題一定要report，時間不允
許的話可以改天再檢查，自己的身體還是最重
要的。



美國生活 AA77

2
0

1
9

公众会议
METRO将回到公众来分享有您参与设计的
长期运输计划草案。加入我们的公众会议，
或在METRONext.org了解更多。

 
 

任何需要翻译或特殊需要帮助的人
士，请致电713-739-4018与METRO公
共事务部联系，或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  
我们会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来满足您的需要。

您说。
我们听。

和 我 们 一 起 开 公 众 会 议

1月26日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00 

Fifth Ward Multi-Service 
Center
4014 Market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20
48  

1月29日星期二
下午6:30 – 下午8:30 

Missouri City Community 
Center
1522 Missouri City Drive
Missouri City, Texas 77489

Missouri City MCTX Flex route

1月30日星期三
下午6:30 – 下午8:30 

HCC - Spring Branch 
Campus
1010 West Sam Houston  
Pkwy N.
Houston, Texas 77043

39  70  72

2月5日星期二
下午6:30 – 下午8:30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25

2月7日星期四
下午6:30 – 下午8:30 

Springhill Suites 
Conference Center
20350 Northwest Freeway
Houston, Texas 77065

2月12日星期二
下午6:30 – 下午8:30 

Double Tree Houston  
Hobby Airport
8181 Airport Blvd.
Houston, Texas 77061

40  50  73  88

1月28日星期一
上午11:00 – 下午1:00 

Fulbright Tower
1301 McKinney
Houston, Texas 77010 

6  11  40  41  51  52  137 412

 METRORail Red line

1月29日星期二
下午6:30 – 下午8:30 

Kingwood Community 
Center
4102 Rustic Woods Drive
Kingwood, Texas 77339

255

2月2日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00 

Magnolia Multi-Service 
Center
7037 Capitol
Houston, Texas 77011

20  28  38  50  76

 METRORail Green line

2月6日星期三
下午6:30 – 下午8:30 

Montrose Center
401 Branard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06

25

2月9日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2:00 

South Park Baptist 
Church
5830 Van Fleet Street
Houston, Texas 77033

80  87

2月13日星期三
下午6:30 – 下午8:30 

Junior League of 
Houston
1811 Briar Oaks Lane
Houston, Texas 77027

32  84

1月28日星期一
下午6:30 – 下午8:30

Klein ISD Multipurpose 
Center
7500 FM 2920
Klein, Texas 77379

1月30日星期三
下午6:30 – 下午8:30 

Double Tree by Hilton 
Hotel IAH
15747 John F Kennedy 
Blvd
Houston, Texas 77032

6  83  102

2月4日星期一
下午6:30 – 下午8:30 

Katy ISD Boardroom 
6301 South Stadium Lane
Katy, Texas 77494

2月7日星期四
下午6:30 – 下午8:30 

Southwest Multi-Service 
Center
6400 High Star
Houston, Texas 77074

9  47

2月11日星期一
下午6:30 – 下午8:30 

Volunteers of America 
Texas
4808 Yale
Houston, Texas 7701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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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一輩子美國生活一輩子，，掙多少才夠掙多少才夠？？
這輩子掙多少才夠？這個題目，很多人寫過

。這個問題，也很多人答過。往小裏講，給一個數
目就是答案，往大裏說，有人專門著書來論述它
，好比一位名叫 Edward Skidelsky 的經濟學家
就寫過一本《How Much is Enough － Money
and the Good Life》的書。而在北美華人圈的網
酪論壇上，這個問題更是每隔一陣就會被提出
來，用網酪“行話”講，是那種“月經帖子”，像是
有人定期挖坑，專待各色人 等，紛紛跳進坑裏
加入討論。

跳進坑來的第一個人說，掙多少是夠？淨資
產三粒米是最起碼的要求。“一粒米”就是一百
萬美元，One Million Dollar，有半點音譯的成份
，又有一些戲謔的味道，還仿佛能起到點撐腰壯
膽的作用，讓人提到百萬美元，會不由自主地口
氣大起來，不就是一粒米嗎？丁丁 點兒大，微不
足道！

第二個人不同意，說，三粒米哪行？要五粒
才夠啊。

第三個人過來，壯漢模洋，胳膊抱在胸前，
翻翻眼珠癟癟嘴，語帶不屑地說，五粒米？開玩
笑，就是十粒，放手裏也不足一握啊。咱也不圖
滿把盈握，十粒米！一千萬美刀，這是最基本的，
這輩子，得掙到這個數才夠！這時候跳進來

第四個人，個頭小，說話也柔聲細氣。她笑
笑，小聲言道，哪裏需要這許多洋鈿？都不用跟
一粒米費勁，六十五萬美元淨資產就夠的啦。眾
人嘲笑聲四起，這小女 子卻不慌不忙，拿出一
張紙，上面寫有各種複雜公式，又逐條一一列有
養 老 金（pension）、社 保（social security in-
come)、各類退休計劃金（401k, 403b，457)、債券
、股票、房產、存款，等等，之下又列有各種不同
的個人所得稅率和通貨膨脹率。

小女子套用不同的個人所得稅率和通脹率
，放進那些公式裏，一算，再一平均，還真是，如
果能保證現有的六十五萬美元淨資產在十年內
每年有8%的漲幅，那果然這輩子就吃喝不愁了
，好神奇！

這四位跳坑的，代表了四類人，我不知道自
己應該歸於哪一類。十粒米有點誇張，零點六五
粒嘛，算法似乎複雜，我這洋腦子的，搞不懂，不
敢貿然相信,何況每 年8%的漲幅，雖然保守，但
若遇到壞年景，401也難說不會再變成201，就象
2008、2009年金融危機時，那些美國退休老人
抱怨的那洋。

那麼三粒？五粒？是不是少了點？或是不是
多了點？一時也算不清楚。既然算不清楚，就先
把“掙多少才夠”這個問題撇一邊，講講為什麼
要掙錢。

有人已經總結過，掙錢的目的分三種，一是
為當下衣食無憂；二是為一生衣食無憂；三是為
享受金錢帶來的的權力感與成功感。第三種掙
錢目的太大，不具備普遍意義，并且材富的多寡
不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標淮，更不是唯一標淮。有

多少錢才算成功？
畫家凡高生前窮愁潦倒，妳能說他不成功？

古有和并，今有“康師傅”，材富之巨，常人難以
想像，最後身陷囹吾、性命堪憂，妳能說他們成
功？我倒是覺得還有第四種掙錢的目的，就是
為了回饋社會。已經功成名就甚至富可敵國了，
卻仍然努力地掙著，掙來的錢不為了自己，而是
為了用於慈善。比爾蓋茨曾 經是這洋的例子，
沃倫巴菲特則仍然是這洋的例子。還有一些說
是為了自己員工的福祉而努力掙錢的創業者和
企業家們，其目的與行為也等同於慈善。

慈善的目的太高遠，一般人做不到，仍然不
具備普遍意義。至於第一種目的，只為了當下
衣食無憂，未免短視，少些規劃，剩下的就是第
二種了。我們大多數普通人，營營汲汲辛苦掙錢
，目的就為了衣食無憂，為當下衣食無憂，也為
一生衣食無憂。

其實能否做到“一生衣食無憂”，實在不是
單單以掙得夠不夠來抉定，縱使廣廈千間良田
萬頃、金滿箱銀滿筐，遇到天災、戰亂、人禍，躲
避不及，一眨眼，性命 都可能不保，更何況材產
，這洋的例子舉不勝舉，比如小說《溫故1942》裏
的老東家，又比如二戰前歐洲富有的猶太人。外
力非我能所及，所以不敢說一生衣食 無憂，只
說如果天如人願歲月靜好，掙來的物質基礎，能
讓我輩在衣食上無憂無慮地終老一生。

要怎洋才算衣食無憂？平常人家和富貴人
家的標淮當然不一洋，街邊攤的廉價服裝，大排
檔的平民飯菜，在貧苦人家眼裏，可能已是莫大
享受，但換作富貴人家過 這洋的日子，難保不
會發愁。至於我，不敢講天天月月年年面對粗茶
淡飯破衣爛衫，也能滿心都是春風細雨藍天白
雲地安然接受，但刻意強求錦衣玉食，絕非我之
所 願。只要可口可心，材質出自天然，製作認真
精良，間單的清水煮白菜和樸素的藍布碎花衣
裳，就是好的。偶爾需要一擲千金，換個山珍海
味和鮮衣寶馬，也未嘗不 可。

我對所謂名牌的衣與物無感，總覺得那些
東西穿用在我的身上，是雙向的糟蹋，既是我糟
蹋了那些衣物，也是那些衣物糟蹋了我，使我手
足無措，反而局促。我也 不好金銀不好玉，好東
西能看一看摸一摸，那是與它有緣，收邏來家，
必有七零八落不知所終的那一天，不如不收，好
比和人一洋的相忘於江湖。至於豪宅華屋，我
只有在朋友要來訪或是年底要請客的時候，才
會虛榮心泛濫地想一想，恨不能揮一根魔杖，對
著我家房子晃兩晃，就把它變得華麗起來，和我
一起穿扮齊整地禮貌迎 客。可是朋友客人走了
以後，我那虛榮心就又退得一乾二淨，反而希望
自己就住在小小一間屋子裏，間單又溫馨，打掃
收拾起來，快速，省力。

如何終老一生？
當然不是吃飽了穿暖了搬把躺椅坐後院曬

著太陽搖著蒲扇等死。圖靜可讀書寫字上網衝

浪，又或信筆塗鴉畫些圖案把顏料拿來點染，自
娛自樂。圖動則登高望遠，看看雲看看樹看看
石頭看看花，順便拍些照片回來，獨自慢慢回味
。三五好友，不定時聚一聚，一起“洗手做羹湯”，
品菜飲酒、喝茶聊天。這洋的神仙日子，只奢 侈
在時間上，金錢上倒不需多費。

其他的，每年能出出遠門，各處轉轉，看風
景看世界。幻想著空巢以後，每年能到一些獨具
特色的地方住上三五個月，細細感受當地的風
土人情。剩下的時間，就 到落後點的地方義務
當個小學或中學老師，前提是人家學校願意要
我。再有，新的電影出來，可以不用追風去看，但
是有好的音樂會或音樂居巡演，遇到了，不能
錯 過。這就是我嚮往的、“錢掙夠了”以後的間
單而快樂的生活。

其實，若這輩子只單單求個衣食無憂，，就
算沒有特別的一技之長，只要手腳還靈便，只要
勤快、肯勞作，也不是做不到。不過，勞動確實光
榮，但一輩子為衣食 至死勞作，想起來殘酷又
可悲。衣食只是生存的第一需要。來人世走一遭
，卻只能為了生存而生存，那一定是上輩子欠下
了什麼，這輩子來受苦還債。

除了吃飽穿暖，一生之中，總要拿出些餘暇
時間，去發展心智和誌趣，追求一些內在的興趣
愛好，才不算白來人世一趟。盛年前後共二三十
年，忙著掙錢，追求材 富的積累，餘暇時間有限
。錢掙得差不多了，要停得下來，把工作時間變
成餘暇時間，在餘暇時間裏，滿足自己的愛好，
而這必得是親歷親為的愛好，只能用時間去 換
，用錢買不到，比如妳不能花錢請人替妳讀書，

使妳坐享閱讀的快樂，妳也不能花錢請人替妳
去旅遊，而使妳感受到那種在奇妙壯闊的大自
然美景之前才會有的敬 畏、喜悅和幸福。

所以，說到底，“掙多少才夠？”這個問題，是
在問要掙夠多少淨資產，才能慢慢地停下來，把
餘暇時間擴大，在衣食無憂中，享受誌趣愛好帶
來的快樂，終老一 生。我已經知道了我物質欲
望的極限，也知道了自己想擁有怎洋的餘暇時
間，細算出一個數目也不難。但我不必把它算得
太清，也不能常去想它，常常想的結果，必 是老
氣橫秋，暮氣太重。倒是在餘暇時間裏，我會把
前面提到的Skidelsky教授的那本書找來讀一
讀，另外，聽說Arun Abey 與 Andrew Ford 合
著的《How Much Is Enough? Making Finan-
cial Decisions That Create Wealth and
Well-being》也不錯。唯一有點諷刺的是，在忙
於生計埋頭掙錢之中，還很難找出足夠的時間
來安安靜靜地讀一讀這些書呢。

作者間介：子姜，畢業於北京大
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曾在

《今日中國》雜誌社任職，後赴美
，獲德州州立大學（聖馬科斯）計
算機科學碩士學位，多年來先後
在摩托邏拉、IBM、萬機儀器等公
司任系統軟件工程師，愛寫代碼
，也愛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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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公交線路時間表。
4、房 子 的 建 築 年 代 和

CONDITION
這個並不是選房子的決

定性因素，很多老房子在房東
或公寓管理人員的精心維護
下依然非常宜居。但年久失修
的房子可能會有隱患，看房的
時候要注意了。便宜當然是好
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的會讓你選擇每個月付 flat
rate 或者自己設置繳費賬號、
用多少付多少。大多數公寓的
房租包含垃圾處理和安保費。
對比房租的時候要把每個月
大致的utility費用考慮進來。

6、有沒有空調、暖氣以及
採暖方式

空調在美國的某些地方

並不是標配，例如加州舊金山灣區晚上很涼快，
不需要開空調，所以大多數比較老的公寓沒有裝
空調。

暖氣一般有幾種形式：一種類似中央空調，
每個房間有暖風出口。如果房租包含採暖費
(heat)而不包含電費的話，使用中央空調還是會
產生電費。一種是燒熱水鍋爐的暖氣片或暖氣管
道。還有一種是直接燒燃氣的一個壁掛爐。小道
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留美學生租房時要摸清哪些參數

【來源:搜狐教育】
初到美國，人生地不熟，想要租到靠譜的房

子實屬不易，租到好房更是難上加難。怎麼租房

子靠譜呢?租房需要注意哪
些事項呢?下面我們一起來
看看租房時需要摸清楚房屋
的哪些參數，希望對大家有
所幫助。

1、房間面積、格局
房東各種奇葩的摳門手

段會讓你大吃一驚。例如舊
金山，房東就會把客廳單獨
租出去，甚至隔成兩間分租。
但“招廳長”這種合租形式在
某些公寓是嚴格禁止的，要
求有幾個房間就住幾個人，
所以要節省房租沒問題，但
一定要小心，一旦被查出來
有可能就會被公寓下逐客令
了!

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
下，合租都偏向於找房間帶
單獨洗手間的戶型，這樣互
不打擾。但更大的問題是隔
音，畢竟大多數牆都是木夾
板而已。看房的時候可以測
試一下隔音效果，如果碰到

戶型是兩個房間完全被客廳或洗手間隔開的，那
就不會存在隔音問題啦。

2、樓層、朝向、通風

城市裡的高層公寓
跟國內的居住環境差不
多，住在高一點的樓層
能看風景，空氣也更好;
低一點的樓層的好處就
是如果不想等電梯可以
選擇走樓梯，而不會被
困在高層上下不來。

看房時可以根據當
地氣候和自己的喜好選
擇合適的朝向，想避免
日曬，選擇面朝北邊的
房間;希望多一點陽光
和溫暖，臥室朝南是最
好的選擇。如果介意西
曬，儘量不要選擇小區
最西邊的unit。

通風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愛炒菜的同學更
應該考慮選一個廚房通風效果好的房子，最好是
兩邊都有窗戶，能形成室內空氣對流。

3、社區環境、地理位置
一個安靜祥和的鄰里環境能讓你的生活輕

鬆不少，所以最好是在小區周圍轉一轉，看看未
來的鄰居大概是什麼狀況。如果怕吵，可以考慮
避免小區的游泳池、洗衣房、健身房等公共區域，
也不要選擇臨街或緊靠著停車場的房子。如果沒
有車，一定要研究清楚小區到學校和附近超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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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一定要看清楚房子內部
的具體情況。

5、房租是否包好UTILI-
TY

Utility指水費、電費、採暖
費、垃圾和廢水處理費、安保
費、網絡和有線電視費等。有
的公寓會把這些費用包含在
房租裡，用多少都是一個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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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前兩種很好用，也是北方最普遍的採暖方式
。順便提醒住在北方的童鞋，冬天不要為了省錢
而關暖氣!

7、洗衣機和烘乾機
很多公寓需要一棟樓甚至一整個小區共用

一個洗衣房，投幣或者刷充值卡付費使用，容量
大功率大，洗一大筐衣服毫無壓力。不過如果非
常介意你的美國鄰居把球鞋、寵物用品、擦腳墊
等匪夷所思的東西扔進公用洗衣機，最好是能找
到每戶自帶洗衣機和烘乾機(washer & dryer in
unit)的公寓。

8、其他
房東的特殊要求：如果是租私人房源，要留

意房東提出的一些要求，例如不能帶客人留宿
(no overnight guest)、不能在室內吸煙等。此外，公
寓一般默認不提供家具，有的會提供比空房子更
貴一點的帶家具戶型(furnished unit)。

話說回來，其實沒有十全十美的“好房子”，
只有適合自己的房子，如果覺得各方面都滿意，
就儘快做決定、趕緊簽合同、不要再選擇恐懼症
爆發了。因為私人房源，房東默認誰先簽合同付
定金，房子就租給誰，口頭協議不靠譜;而公寓的
空房情況和具體房租每天都在變化，晚一天下定
金，可能心儀的房子就被搶走，或者房租大漲幾
百刀!

一個好的生活環境對學業是至關重要的。大
家在租房時，除了參考這篇文章的信息，一定還
要結合各自學校的一些租房攻略，或者是向直系
學長學姐討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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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單親媽媽，她們的日子怎麼過(下)
“他們不認識我，他們不

知道我作為一個母親都做了
什麼，他們不瞭解我的孩子，
他們不知道我是先結婚才生
的孩子。他們不知道我離婚
是因為這段婚姻跟我當單親
媽媽一樣艱辛。”她這樣寫道
。

在留言的最後兩段，她
這樣寫道：
有些時候我可以控制我的孩
子，有些時候我真的無能為
力。有些時候他們聽話，有些
時候他們聽不進去。有些時
候我可以控制自己情緒，有
些時候我會崩潰。我知道困
難的日子將會過去，眼淚總
會停止，爭吵也會停止，我的
孩子們會長大。

所以，當你看到家長在
苦苦掙扎，當你看到孩子在
哭鬧發脾氣，當你看到眼泛
淚光的母親，請說些好聽的
話，不要用異樣的眼神評頭
論足。最後，那些跟我今天遭
遇一樣的母親們，我懂你，我
理解你，我愛你，你很強大，
你做的很好！

這條Facebook狀態被轉

載了近 15000 次，Brothers 說
她收到全世界各地家長的留
言，說他們也曾經歷過她所
遭遇的。

一個母親留言說，“我今
天也遇到了這樣的事情，我
正在辦公室的廁所裡哭泣。”

“我認為每個家長都因
為自己行為被評頭論足過，
每一個單親家長都會經歷這
樣的狀況，這是撫養孩子的
自然現象。”Brothers補充道：

“你不能控制別人，你不能教
他們如何思考，如果你想讓
所有人都相信你有完美的生
活，完美的孩子，那麼你講永
遠得不到真正的快樂！”

做母親難，做單親母親
更難。還記得不久前的報道，
因為貝克漢姆四歲的女兒小
七吃奶嘴，《每日郵報》發表
文章質疑小貝的做法。小貝
回擊《每日郵報》沒有“權利”
批評他的育兒方法。
就連大明星大衛•貝克漢姆
都沒有辦法逃脫周圍人對其
育兒的評頭論足，何況是普
通人，何況是單親母親。單親
母親本來就生活中大多數人

的有色眼鏡下，她們任何的
一舉一動也許都會成為周圍
人的談資和討論對象。

但是你知道嗎，現在單
親母親已經不再是少數。當
你大張旗鼓評頭論足別人的
時候，你傷的不只是一小部
分人的心。單親母親她們獨
自撫養孩子已經是莫大的勇
氣，也許她們在物質生活上
已經十分艱難，她們需要社
會和周圍人的支持幫助和鼓
勵，而不是冷漠諷刺的眼神
和評頭論足的話語。
你知道嗎？在十個孩子中，就
有四個孩子的母親是未婚媽
媽。將近三分之二的母親都
在 30 歲以下。2015 年，一千
兩百萬的單親家庭中，超過
80%的都是單親母親。18 歲
以下的四個孩子裡，就有一
個是由單親母親撫養，而且
這些孩子總數達一千七百萬
之多。他們大多生活貧困。

你感到震驚嗎？那麼看
看下面的統計數據吧。

2015 年，在孩子 18 歲以
下的單親家庭中，有 84%是
單親母親，總數超過九百萬。

在所有的單親母親
中，有49%的單親母
親屬於未婚，另外
51%屬於離婚，分居
或者喪偶。

在所有的單親
母親中，有 23.2%的
母親全年沒有工作
，但是只有 22.4%的
母親收到了補貼。
其實就算單親母親
可以工作，她的工
資相比男人而言也
是不公平的，同樣
的一份工作，當男
性賺1美金的時候，
女性賺 78 分。更不
用再加上種族歧視
的因素了。

在收入方面，單
親母親在2013年統
計的年收入中位數
是兩萬六千美金，
是雙親家庭的三分
之一。

單親母親通常
要比雙親窮，2013
年單親母親的貧困

率到達了38.6%，是雙親家庭
的五倍還要多。超過一半
（51.9%）的家庭生活的極其
貧困，一周全家生活費大概
只有$200美金。

34.4%的單親母親家庭
“食物緊缺”，三分之一的家
庭要用收入的一半來支付房
租。

在所有收入階層，單親
家庭是最多沒有醫療保險的
，2013年，將近四分之一的家
庭沒有醫療保險。對比雙親
家庭，只有 9.6%的雙親家庭
沒有醫療保險。

在教育方面，由於單親
母親通常要花費超過一半的
收入交房租等，所以沒有太
多剩餘的錢可以用在孩子教
育和照顧方面。大約 2 百萬
的單親母親家庭沒有意圖在
孩子教育方面進行投資和花
費。

有三分之一的意外懷孕
未婚媽媽都在20歲左右，其
中百分之六十的人選擇生育
；26%的人選擇流產。黑人和
西班牙裔女性是擁有最高的
青少年懷孕率，1000 個懷孕
女性裡就有84個到100個年
齡在15到19歲之間。

看了這些統計結果，我
想大部分讀者還是感到驚訝
的。我們知道單親母親的日
子不好過，可從未想過是如
此的慘淡。其中有些單身母
親也許年少無知，犯了錯，可
是她們選擇生育，選擇自己
承擔，這是勇氣，這是對生命
的尊重。我們也許不能幫助
所有的所有的單親母親都過
上富足的生活。但是至少，我
們可以從日常的言行舉止中
給與她們應有的尊重和支持
。

你不認識她們，你不瞭
解她們，你不知道她們經歷
了怎樣的生活，你不知道她
生活下去要有怎樣的勇氣。
所以不要再投給她們異樣的
眼神，不要再指指點點，不要
再切切私語，不要再評頭論
足。她們困難的堅持著，也許
會因為你的一句話而崩潰。
也許你不能在經濟上幫助她
們，但請你在精神上尊重她
們！

【來源:網路】
她叫 Aly Brothers，一個來自

West Virginia，帶著兩個孩子的
22歲單身母親。

她的孩子們，三歲的Bentley
和20個月大的Levi。他們十分可
愛，但同時他們也非常調皮。“他
們非常可愛，他們乖的日子要比
調皮的日子多，但是當他們調皮
的 時 候，簡 直 會 讓 我 發 瘋，”
Brothers這樣說。

事情發生在 8 月 21 日。然而
不是因為兒子的調皮，而是周圍
人群的評頭論足使得這個單身
母親最終感到崩潰而哭泣。
那一天早晨，她帶著兩個男孩去
超市買牛奶，但是兩個孩子卻不
在狀態。

“我們去了超市，但是他倆卻
不想在超市待著。”Brothers說。
Levi不想坐在購物車裡，然後就
開始扔東西，仍他的鞋，我的錢
包，也 開 始 大 哭。與 此 同 時，
Bentley跑到冷凍櫃那裡，打開冷
凍櫃，打掉了一些食物。就算這
樣，Brothers還沒有發飆，因為作
為家長的她知道，有些時候小孩
子就是這樣的。

快到結帳的時候，男孩們開
始為了一個氣球而開始爭吵打
架，在他們周圍的人就慢慢的將
目光投向他們。一個年齡較大的
男士小聲說道，“這麼小，就有兩
個孩子，還是太年輕。”就是這一
句話，讓Brothers徹底崩潰。

“我回到車裡，抱著方向盤就

開始大哭
，”她說道
。

Bentley 想知道媽媽為什麼傷心
哭泣，媽媽告訴他們，之所以自
己會哭，是因為他們在超市裡做
了不好的事情，而周圍的人卻沒
有諒解和寬容對待我們。

聽了這些話後，Bentley開始
大哭說道“媽媽，我不想讓你難
過。”Brothers說：“我想我應該照
一張此刻的照片，記錄這一時刻
，當以後更糟糕或者好一點的時
候都可以回頭看看今天。”
她隨後在 Facebook 上分享了這
張照片，留言寫道:不要再對家長
的評頭論足了，因為你根本不清

楚他們的生活。
“這就是母愛，沒有漂亮的濾

鏡，沒有漂亮的燈光，沒有新口
紅。就是淋過雨後濕亂的頭髮，
昨天太累而沒有卸的妝，還有眼
淚，”她這樣寫道。

“當媽媽很難，當單身母親更
難。”她也說到，這些來自陌生人
的評頭論足尤其令人難受，因為
她只是步入了一段錯誤的婚姻，
就要接受這樣那樣的諷刺。儘管
她也不想這樣，但是她有勇氣走
出這段不幸的婚姻，選擇自己來
撫養兩個孩子。(未完)

美國的單親媽媽，她們的日子怎麼過(上)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90121D 簡上



AA1010休城廣告

World Journal  ARTWORK  APPROVAL SHEET
 All text, graphics, interfaces, photographs, trademarks, logos, artwork and computer code (collectively, “Conten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design, structure, selection, coordination,
  expression, "look and feel” and arrangement of such Content is the property of World Journal. and is protected by trade dress, copyright, trademark laws, and various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laws. No part of the Content may be copied, reproduced, republished, uploaded, posted, publicly displayed, encoded, translated,
   transmitt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way to any medium for publication or distribution without World Journal, Inc.’s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The actual color of final artwork may differ slightly from the proposed draft due to electronic variations, email transmission, color print setting and / or any other factors which are beyond
   World Journal ' s control.
 Your signature below confirms that you have verified the accuracy of the advertising content. 

IMPORTANT       Please sign here for approval
Customer Signature :                               World Jour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Signature :

Name :                                                                                          Date :           /         /                Name :                                                                                               Date :           /         /

又福地板以其在休斯頓地板行業十多年的專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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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提供從專業設計到精品施工的一條龍服務。萬尺

倉庫現貨，歡迎批發零售。

又福地板
最佳品質 
最優質服務 

追求極致完美 綠色環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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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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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J 2019 /  ZZT05252  

星期一 2019年1月28日 Monday, January 28, 2019



AA1111人民日報版
星期一 2019年1月28日 Monday, January 28, 2019

入冬以来，每逢周末，位于北京城西北隅的
什刹海冰场总是游人如织。从早晨到夜晚，冰场
里的嬉冰者络绎不绝，竞相体验冰上运动的快乐。

从2018年12月27日起，包括什刹海冰场、北
海公园冰场、颐和园冰场等在内的北京市各大冰
场陆续向公众敞开大门，并预计开放到 2019 年 2
月中旬。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民众对
冰上运动的喜爱也愈加强烈。

在什刹海溜冰，是北京冬季最靓丽的风景之
一，也是全国很多冰上爱好者的情结。2015 年的
电影 《老炮儿》 中什刹海冰场的镜头，更是让这
里成为年轻人冬季游玩“打卡”的胜地。

1 月 19 日上午 11 时多，什刹海冰场当天的进
场人数就已达到 1000多人，数字屏幕上进场人数
不断上涨。虽然陆陆续续有游客离开，但排队入
场的人依然熙熙攘攘。

走进冰场，热火朝天的嬉冰场景似乎驱走了
冬日的寒意。什刹海冰场目前有冰车、冰上自行
车、冰滑梯、冰刀等多项冰上运动项目供游客选
择，其中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就是冰滑梯和冰上自
行车。很多年轻游客表示，很想感受一下在冰面
上骑自行车的感觉。

冰场里，男女老少玩得不亦乐乎，笑声和尖

叫声不时传来。既有小心翼翼、初次踏上冰面的
年轻人，也有娴熟滑行的“老炮儿”。

来自江西的一对年轻情侣表示，自己是第一
次参与冰上运动。“我们在北京上学，以前从来没
有到冰场玩过，趁着周末来体验一下。”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冰场游玩，让孩子体验
冰上运动的乐趣。很多家长表示，希望从小培养
孩子对冰雪运动的兴趣。

“我每年都来什刹海冰场，玩冰是每年冬天的
必须项目了。”来自北京的张女士说，过去自己每
年都会来冰场，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于是
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玩。

来自北京的吴先生说，除了玩冰，自己还带
着孩子一起滑雪，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学习了
不少冰上运动和冬奥会的知识。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民众的冰
上运动热情也越来越高涨。这个冬天，冬奥元素
更多地出现在北京各大冰场上。

什刹海冰场挂出了“喜迎冬奥会”的横幅，
还设立了公益活动区，用展板展示历届冬奥会冠
军和冰上项目世界冠军。北京市其他冰场也在冰
场中融入冬奥元素，紫竹院冰场和北海冰场都设
立了专门的展区，向游客宣传和普及冬奥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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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北京什刹海冰场快乐嬉戏 祝振强摄 （人民视觉）

焦点话题

■ 5G信号全覆盖

在 同 一 个 园 区 空 间
内，白天欣赏秀丽园林风
景，夜晚感受梦幻光影森
林。北京世园会用虚实结
合的技术手段，为游客上
演一场“不落幕”的文化
盛宴。当夜幕降临，园区
景色与灯光融为一体，以
中国志怪古籍 《山海经》
中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
为内容的视觉大片就会精
彩上演。

“这是本届世园会的科
技亮点之一，给游客带来
沉浸式交互体验。”据北京
世园局信息化部副部长郭
子亮介绍，本届世园会以
物联网和5G为“神经”，以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为“大
脑”，将世园会从传统的园
林 艺 术 展 示 舞 台 ， 变 成
人、科技、自然与文化有
机结合的和谐环境。

园艺博览会，植物是
主角。此次北京世园会共
有 1200 种植物展示，此次
世园会给游客提供了更多
的智能体验。一些特色植
物都标有二维码，手机扫
一扫就可以瞬间了解植物
的详细信息，方便又快捷。

此外，5G信号将在园区
实现全覆盖。“我们首次运
用这一最新技术，就是想让
游客体验到科技给生活带
来的便利。”郭子亮说，“届
时，园区将充分展示新一代
5G通信技术在远程医疗、无
人驾驶、无人物流和无人机
等多行业的创新型应用示
范。游客还能在园区体验
到机器人讲解员、机器人咖
啡师和机器人保洁提供的
优质服务。”

■ 前往园区更便捷

北京世园会预计接待
游客量约 1600 万人次，日
均游客量可达 10 万人，遇
到节假日或暑期周末等高
峰日，游客数量将成倍增
长。如何保障游客“进得
来、出得去、吃得上、住
得下、玩得好”？

今年元旦，2019 年北
京世园会重点交通保障工
程——京礼高速兴延段正
式开通运营，形成了除京
藏高速之外京西北方向的
第二条高速通道，由此可
避开拥挤的京藏高速八达
岭段。这让许多来往北京
市区及延庆的游客感到欢
欣，纷纷感叹：“去延庆更
快、更方便了！”

被网友称为“开往春天
的列车”——市郊铁路 S2 线
在世园会期间将扩大车辆
编组、增开列车频次，不但
舒适、准时，还可以赏景；
公交方面将增设 8 条由市
区到世园会园区的公交专
线，从城区不同地点直达
园区。

为应对高峰车流，世
园会园区周边设置了 10 处
停车场，容纳 2.2 万个停车

位，涵盖地面公交、旅游
大 巴 和 小 汽 车 等 停 放 需
求。世园会园区外围高速
出口周边设置驻车换乘停
车场3处，通过摆渡车将游
客运送至园区，减缓停车
压力。会期将通过智能诱
导 与 智 慧 调 度 ， 平 衡 车
流、人流，保障交通运行
顺畅有序。

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
华介绍，园区目前已确认了
17家餐饮企业入园服务。世
园会周边5公里范围内，301
家餐饮企业可提供2万余个
餐位。为做好会期旅游住宿
服务接待工作，延庆区专门
制定了《世园会住宿业接待
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全区住
宿业床位总量可达3.9万个，
其中中高档床位 7000个，一
般住宿业 3500个床位，乡村
旅游2.8万个床位，总床位数
量超过了大会预测的住宿床
位总需求量。

■ 志愿者网上报名

让国内外来宾体验一届
独具特色、精彩纷呈、令人难
忘的园艺盛会，既要有一流的
场馆，更要有一流的服务。

1月20日，2019北京世
园会园区志愿者报名系统
正式上线，预计将有 2.4 万
名志愿者参与到会期服务
保障当中来。其中，园区
志愿者约2万人、城市志愿
者约4000人。

据延庆区团委书记林
俊介绍，“作为园区志愿者
的有力补充，城市志愿者
将被派往世园会园区之外
的107个城市志愿者服务站
点，为有需要的人员提供
信息咨询、文化展示、文
明宣传、平安世园服务和
应急服务等志愿服务，向
国内外来宾展示延庆人民
热情好客、文明有礼的好
形象。”

“北京榜样”贺玉凤和
她的“夕阳传递志愿服务
队”已经准备好了，她们
不仅要为来自海内外的游
客提供力所能及的旅游服
务，还要向游客们宣传环
保理念，一起守护延庆的
绿水青山，让蓝天白云迎
接八方宾客。

长城脚下，妫水之
滨。再过100天，万众
瞩目的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就将在延庆开幕。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
最实举措”，经过4年多
紧锣密鼓的精心筹备，
北京世园会的各项筹备
工作已进入尾声。“我
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
将用最饱满的热情、最
专业的技能、最优质的
服务迎接每一位参观
者，和他们一起畅享绿
色 生 活 ，共 建 美 丽 家
园！”八达岭长城志愿服
务队队长李瑛道出了东
道主的心声。

▲ 北京世园会演艺中心。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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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

的小朋友们身着喜庆服饰，载歌载舞

欢庆佳节到来。图为 1 月 22 日，在盱

眙县太和街道，金苹果幼儿园的孩子

们 在 表 演 《 说 唱 中 国 红 》。

颜怀峰摄 （人民视觉）

“中国娃”喜迎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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