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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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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高達
22%

21
週年

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6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713-981-8868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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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上休斯頓的幾大理由
倉庫無人化還需10年

演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商鋪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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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已經有不少成
功人士赴美買房。比如姚明在美
國休斯敦的豪宅，比如演藝明星
李小璐也在美國開超市買房。此
外還有很多不知名卻很有錢的富
豪們也愛上了美國房產投資。因
為他們看到，美國的房市是一項
穩定和充滿潛在豐厚回報的投資
市場。

優勢1. 美國房屋產權為私
有制，永久產權

中美房產最本質的區別在于
房屋產權和擁有方式。中國房屋
產權是公有制，買了房子之後最
多有70年的使用權。而美國房產

實行私有制，並且是永久產權。一
經購買，包括房子和房子上方的
天空和下方的土地全部永遠屬於
自己。美國房產問答延伸閱讀：中
美房屋產權有何差異？

優勢2. 美國房子價格不高
，甚至低于中國

現今，美國所有房屋的平均
中間價格為16.3萬美元，也就是說
，有一半的房產低于97.8萬人民
幣。這個價格在中國很多城市來
講都顯得那樣平易近人。用同樣
的價格，在美國買到房子可以比
中國大三倍以上。或者說，用買中
國房子三分之一的價格就可以在
美國同等區域買房一套大房子。
美國房產問答延伸閱讀：中國城
市同等房價在美國能買到什麼房
子？

優勢3. 美國房產市場處于
投資的最佳時機

從美國幾十年的房市來看，
美國房價呈周期性變化，差不多
每10-12年一個周期。經過了2006
年一直到2012年初的樓市回跌，
美國己經走5年到6年的房價下
降期，懂得投資的人都可以看出，
未來差不多5~6年美國房價會繼
續穩定上漲，美國房產正值最佳
投資時機！美國房產問答延伸閱
讀：為什麼說現在是投資美國房
產的最佳時機？

優勢4. 美國房產政策完善
，法律環境健全，房屋產權
受保障

美國的房地產法律經過了幾
十年的發展和完善，逐漸形成了
相對完善和成熟的房產法律制度
和市場。比如美國的房產信息是
公開的，購房者可以去政府網站
查看意向房產的全部詳細信息。
所有的交易信息，包括實際價格，
稅額，交易日期，交易情况，都必

須明確的呈報，這就有效的避免
了炒房現象的發生。此外，美國政
府會保護房屋擁有者的產權，並
保障房產交易中買賣上方的權益
，比較公平公正公開。美國房產問
答延伸閱讀：美國法律如何保障
外國買房人的權益？

優勢5. 美國房產可以獲得
較高的租金回報率

以出租和投資美國房產為目
的會有穩定的房產增值效益和獲
得較高的租金回報。美國房產問
答延伸閱讀：在美國買房出租的
租金回報率很高嗎？(取材網路)

美國房產投資對中國人的潛在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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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千禧一代將接替嬰兒潮一代，成為
美國成年人數量最龐大的群體。摩根史丹利
認為，老去的嬰兒潮一代賣房會使得房屋供
應在未來十年增加三分之二以上，但年輕人
更傾向于租房，買房需求可能只會增加7%左
右。

在分析師眼裏，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正變
得與以往明顯不同。

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研報中認為，隨著嬰
兒潮一代漸次老去，他們會陸續出售房產，這
會使得房屋供應在未來十年增加三分之二以
上。但這種人口更迭並不意味著必然利好房
地產市場，因為千禧一代對租房的需求正日
益增加。

根據他們的測算，那些出生在 1981 至

2012年之間的千禧一代
和Z世代們對于買房的
需求增長空間有限，未
來十年間可能只會增加
7%左右——這顯然大
幅低于上述逾三分之二
的房產供應增幅。

美國人口調查局的
數據顯示，就在今年，千
禧一代將正式接替嬰兒

潮一代，成為美國成年人數量最龐大的群體
——也就是潛在的房屋需求主力。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預計，在今年的某個
時候，千禧一代的數量將超越嬰兒潮一代，成
為全美人口數量最多的群體，可能達到7300
萬。這其中，人口死亡和移民的貢獻比較大，
嬰兒潮一代人口預計將減少到7200萬，這一
代的人口峰值出現在 1999 年，當時曾接近
7900萬人。

不過，摩根士丹利認為，相比于買房，千
禧一代和更年輕的Z世代對于租房的需求更
大。“隨著嬰兒潮一代賣掉房屋，房產供應量
的激增似乎抑制單戶家庭的淨需求。這使得
租房需求激增，而持有需求受到挑戰。”

更重要的原因恐
怕在于年輕一代人的
觀念不同于父輩了。早
在2017年，美國統計局
發布的分析報告就顯
示，千禧一代呈現“晚
熟”趨勢，紛紛推遲進
入以結婚、生育和購房
為標志的成年期。

約三分之一美國
年輕人仍和父母住在
一起，需要父母經濟資
助。
摩根史丹利的上述預

測已經在現實中
找到了一些印證
，或者說跡象。

華爾街見聞
此前提及，在金
融危機後，很多美國家庭去杠杆化，
主要做法就是將擁有自有房屋置換成
租房。

今年1月，由于房屋銷售市場疲軟
，許多潛在購房者轉而租房，租房市場
火爆，這是2012年以來從未出現過的
情况。曼哈頓的租金上漲到3204美元
，年增長率為2.6%，是自2016年初以來
最快的年增長率。

“許多人都願意放弃那些不具有
經濟吸引力的交易，轉而繼續租房。當
今年春天的新庫存浪潮衝擊市場時，
會有更多二手房賣家不得不選擇再降
價出售。”StreetEasy 資深經濟學家
Grant Long坦言。

面對當前困境，Grant Long明確
給出了“降價”的建議：“紐約樓市面臨
著房屋供給過剩、買家擁有較大的議
價能力的狀况。未來幾個月的房屋供
應量還將大幅增加，賣家必須願意"降
價"。”

供應端已經出現較為明顯的疲弱

勢頭。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今年2月
美國新房開工數量環比下滑8.7%，遠低于去
年同期水平，降至116.2萬戶，低于市場預期，
同比降幅也達到9.9%，這顯示美國房地產市
場依舊低迷。

同時，作為未來經濟活動的一項重要指
標，2月份美國新房建設許可數量同比下降
1.6%，至129.6萬戶，顯示房屋開發商對未來房
地產市場預期並不樂觀。

賣家售樓也並不順利。美國房地產信息
網站StreetEasy發布的市場報告顯示，去年
春季超半數挂牌出售的紐約房源至今賣不出
去，70%成交價格不及賣家預期。

相比之下，嬰兒潮一代則創造了長達60
之久的房地產大牛市。自二戰結束至次貸危
機前夕，也就是1946-2006年，美國住房新開
工保持在100萬套/年以上，年均153萬套；名
義房價指數持續正增長，累計上漲24倍、年
均增速5.4%，實際房價指數累計上漲121%；
住房自有率從1940年的44%提高至2006年
的69%。(取材網路)

美國房地產市場正發生巨變美國房地產市場正發生巨變：：
千禧一代將接替嬰兒潮一代千禧一代將接替嬰兒潮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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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 IPTV 直播電視影視
特價$99/一年 任選其一

1）800多台中英文直播頻道，中港台+英文頻道400臺，
24 小時時事新聞，綜藝，體育，兒童，電影等（原價$120/一年）

2）最新中文連續劇， 電影，綜藝，兒童，老人等節目，
25000小時的節目內容每天更新， VIP節目，

支持回放和點播（原價$120/一年）
兩者都選，可享有套餐優惠價 $120/一年（有時間限制）價格不含盒子

713-505-3919
微信號：chinese_I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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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聯邦政府30多年來都沒有完全
解决的減稅和稅制改革問題終于被國會批准
通過。新稅法被稱為“減稅和就業法案”，已于
2018年1月1日生效。本文將介紹這部稅法在
2018年結束後對房主和房地產投資者產生的
影響。對于所有擁有房產的人來說，新的稅收
規定對他們的生活或多或少都將產生影響，
因此還將重點對與房地產有關的稅務問題深
入介紹。

對普通的居住者有什麼影響？
• 美國稅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一些購房
激勵措施，但影響有限。

根據穆迪分析公司的數據顯示，由于美
國新稅法將單身申報人的標準扣稅額提高了
一倍，達到了12,000美元，已婚申報人的標準
扣稅額增加到了24,000美元，在這種情况下，
多達3800萬美國人選擇了更高標準的扣稅
額。也就是說，標準扣稅額的加倍削弱了買房

的激勵機制。
但是，人們最終决定是

否買房會受到諸多因素的
影響，不僅僅是新稅法的出
臺。相比之下，個人和經濟
因素對于住房持有率的影
響更大，人們可能會根據明
年的稅後收入來决定是否
要買房。2018年的一些購房
棘手問題會開始放鬆，預計
2019年售房數量將增加而
且多樣化，這對買家來說是
一個改善。

• 在美國，只要是在2017年12月15日之前簽
訂的任何住房抵押貸款利息債務，能繼續享
有最高為100萬美元的房屋抵押貸款利息扣
除額。而在2017年12月15日之後簽訂的任何
住房抵押貸款合同，它的利息債務不得超過
75萬美元。從2018年開始，房屋淨值信貸額
度的利息扣額將不再適用于房屋抵押貸款利
息扣除額。但是，稅法保留了用于購置第二套
房屋的抵押債務的扣除額。

• 此外，美國州稅和地方稅可以扣除，但不
再像以前的稅法那樣無限制扣除。2018年的
稅法允許房主扣除財產稅、收入稅和銷售稅，
這些扣除額的合並限額不得超過1萬美元。由
于這項政策，居住在加州，康涅狄格州，俄勒
岡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紐約州等稅收
較高的州的最高收入者受到了較大的負面影
響，因為他們不再能夠享有以前全額聯邦稅
收減免。在美國西海岸和東海岸的高稅收地

區，由于新的地方稅扣除上限為1萬美元，新
的住房抵押貸款扣除上限為75萬美元，出現
了房價下降的情况。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
的一項研究發現，由于稅法的限制，高稅收的
地區房價下降了10%，這對房產所有者來說
不是一個好消息。

• 眾議院和參議院的稅收法案最初都提議
對房主增加一項限制，就是說房主需要在其
主要居所生活更長的時間要求，然而這項擬
議的變更並未成為2018年稅法的一部分。房
主只需要在60個月的期限內，在主住所居住
24個月，即可享受最高25萬元的免稅優惠
（單身申請），最高50萬美元的免稅優惠（已
婚申請）。而且，業主將有權力使自己的租賃
財產也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在滿足條件的基
礎上還可以申請延期繳稅1031條款下的租賃
財產優惠政策。

對房產投資者有什麼影響？
美國投資性房地產業主繼續使用自1921

年起就納入稅法的1031條款來推遲資本增值
稅。新稅法對1031條款沒有做新的限制。但是
，稅法廢除了1031條款對其他非不動產財產
的適用，包括個人財產，收藏品，飛機，特許經
營權，租賃汽車，卡車，重型設備和機械等的
使用。在出售投資財產的過程中可能涉及到
以下四個稅收的拖欠：
（1）折舊回收稅，稅率為25％
（2）聯邦資本收益稅，稅率為20％或15％，具
體取决于應納稅部分的收入
（3）淨投資所得稅，稅率為3.8%
（4）州稅率

• 由于美國新的稅法，一些投資者和私人股
權公司若仍想保持較低的資本利得稅稅率就
必須持有這些資產三年及以上，僅僅滿足一
年的持有期是不夠的了。

• 一些業主，如農民、牧場主或者其他企業
主，獲得了新的稅收優惠，能夠立即抵消新的
投資成本，通常稱為全額或即時支出。這項新
規定是稅法的一部分，為期五年，並且優惠會
逐年減少。一旦即時支出條款到期，這些商業
和財產所有者就會面臨更高的稅收。

• 如果滿足新的免征利息稅法條件，投資性
房地產業主就可以繼續扣減淨利息費用。新
的稅法已經于在2018年生效，適用于現有債
務。

• 美國稅法延續了當前房地產的折舊規則。
但是，選擇使用除利息限制外的房地產的業
主，必須在稍微長一點的回收期限內貶值房
地產，非住宅物業為40年，住宅出租物業為
30年。較長的折舊計劃會對投資回報率產生
負面影響。如果房產所有者選擇使用房地產
以外的利息限制，則需要考慮更長的折舊計
劃。

• 美國稅法規定為直通企業實行20％的新
稅收減免。對于收入高于特定門檻的納稅人，
20%的扣減限于以下兩者中較大者：
√ 企業支付的工資的50%
√ 企業支付的工資的25%加上收購後應折
舊財產（包括建築物不包括土地）的2.5%。

• 遺產和信托基金有資格獲得該項福利
，對于共同申報的夫妻來說，該項扣除額
將逐步取消。
• 同時稅法規定，納稅人不得從工資收
入、投資組合收入中扣除在經營活動中發
生的損失。
•在進行貿易業務或與收入產生有關的
活動時支付的州和地方稅仍繼續可扣除。
因此，出租物業所有者可以扣除與商業資
產相關的財產稅。

本文簡要闡述了一些稅法的變更，這
一稅法的變更涉及到所有擁有房地產的
納稅人。至于稅法規定的深入分析應該由
納稅人依據自己的具體情况向稅務顧問
具體諮詢。(取材美房吧)

2018稅改一年後
對美國房市有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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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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浴，6156尺 高級大洋房。 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899,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469,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近購物中心。僅售 $398,000.
4. 西南區, 平房, 4房2浴，1車庫，2,812 sqft。僅售$165,000. 可立即入住.
5. 近Galleria, 3房二浴, 2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銹鋼廚具, 瓷磚地板。僅售 $380,000.  
6.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3房3.5浴, 二車庫, 三層樓洋房。僅售 $325,000.  可立即入住.
7. 西北區, 4房3浴，2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173,50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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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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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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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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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建築商情緒信號反彈：隨著所有建
築類型和地區的建築工程暴跌，住房市場在
去年年底急轉直下。11月至12月建築商情緒
大幅下挫，但自2018年底以來，NAHB指數急
劇反彈，顯示住房活動將在春季恢復。

供應限制住房市場恢復：經過授權但未
開始的許可證在12月份之前上漲了4.2%之
後又上漲了6.9%。12月份的漲幅是自2015年
6月以來的最強勁，這表明缺乏可用的地段和
勞動力短缺可能會阻礙住房開工。

一、美國建築商情緒信號反彈
隨著所有建築類型和地區的建築工程暴

跌，住房市場在去年年底急轉直下。11月至12
月建築商情緒大幅下挫，但自2018年底以來，
NAHB指數急劇反彈，顯示住房活動將在春
季恢復。

最近房價增長低于工資增長，且隨著美

聯儲對利率的耐心承諾，將有助于改善今年
的住房負擔能力。然而，住房不會在這個商業
周期中發揮重要作用，在經濟大蕭條之後的
10年裏，該部門對經濟增長沒有任何貢獻，也
不會成為經濟周期後期的主要拖累因素。

二、供應限制住房市場恢復
房屋開工 12月份下跌11.2%至1,078k，遠

低于預期的最低值。單戶（-6.7%對比先
前-5.9%）和多戶（-20.4%對 16.2%）均出現大
幅下滑。雖然多戶家庭的波動性並不罕見，但
單戶家庭突破性的連續第四次下降，特別是
下降速度不斷加快。

四類人口普查區域的起始數據都很薄弱
。東北部沒有變化；中西部地區下跌13.2%；南
方下跌6%；西部下跌26.3%，表明天氣沒有發
揮重要作用。
文章來源：期達人研究院

美國建築商情緒回升美國建築商情緒回升
住房市場開始恢復住房市場開始恢復

各區域住房變化各區域住房變化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BloombergBloomberg

建築活動中情緒反彈點建築活動中情緒反彈點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BloombergBloomberg

住宅建設活動住宅建設活動 數據來源數據來源：：Bloomberg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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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房地產科技公司Zillow的一份最新報告，對于首
次購房者來說，西雅圖是全美排名第二殘酷的市場，而排
名第一的是舊金山，這兩個城市在美國35個最大的住房市
場中對購房者是最具挑戰性的。

根據Zillow的統計，新買家占所有買家的46%，其中
超過六成是千禧一代。由于房屋庫存量有限，房價中位數
高，買家數量也多，因此新買家在西雅圖、舊金山這樣的
市場上面臨著激烈的競爭。而在尋找低價格、高庫存，更
頻繁的降價和具有強烈升值潛力的市場時，Zillow的分析
發現，新買家在東海岸的佛羅裏達州坦帕市會有最好的運
氣。

最具挑戰性的十大市場
對首次購房者最具挑戰性的十大市場是舊金山、西雅

圖、華盛頓特區、洛杉磯、加州沙加緬度、明尼阿波利斯
、丹佛、聖地亞哥、聖荷西和波士頓。

最容易買到的十大市場
十大最佳市場分別是佛羅裏達州坦帕市、拉斯維加斯

、鳳凰城、亞特蘭大、佛羅裏達州奧蘭多、邁阿密、底特
律、達拉斯、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
。

Zillow報告稱，美國住房市場近期已出現降溫，庫存
量在去年下降了8.7%的基礎上同比增長1%。這是至少近5
年內在進入購房季的時候首次出現庫存增長。Zillow還表
示，西雅圖都市區的房屋價值中位數為49萬1500美元，預
計明年將增長3.1%，目前約有5800套待售房屋。

Zillow的經濟研究主管斯凱勒•奧爾森（Skylar Olsen
）表示，西雅圖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預計升值幅度相對
較低，如果參照全美最大的房地產市場增長情況來看，西
雅圖的增速排在最慢增速的第十位。這意味著今年的首次
購房者不能指望像一年前買房的人一樣，獲得快速的房屋
價值升值。奧爾森認為，對西雅圖買家來說，好消息是庫
存正在增長，這應該會繼續緩解競爭壓力。多年來，依賴
高科技就業市場以及人口大幅增長的西雅圖房產市場現在
可能已開始降溫，這裏似乎已經沒有留給新人的空間，或
許與亞馬遜暫停在西雅圖的擴張計劃有關。

在美首次購房避免七大錯誤
當下定決心在美國購買心儀的房子時，你仍然不能放

鬆下來。這裏小樂也整理了首次購房者要注意的八大事項

，注意這幾點，買房更安心。

1. 超出預算
每個首次購房者都有這樣的感受，比如說“我的預算

是買40萬的房子，但那個45萬的看起來更令人喜歡。”布
裏斯班買家代理公司Property Searchers的董事Scott Mc-
Geever先生說，道理誰都明白，應該怎麼做也顯而易見，
但人們就是明知故犯。“首次購房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不嚴格按照預算購買。”“人們總是想要他們負擔不起的
東西，”McGeever先生說，“也總有這樣的代理非要說服
人們去買不屬於他們檔次的東西。”

假如一對夫婦的預算就是40萬，“幾乎每一次代理都
會說你有45萬嗎？好像5萬跟5元錢一樣似的。”他說，
“實際上銀行決定借給你40萬是基于很嚴格的標準，比如
說兩份收入，蜜月期的低利率等，如果超過預算，會使自
己財務風險加大，尤其是當利率上漲的時候。”

2. 未準備好在現金市場中競爭
今日，並不是每個房地產市場所具有的競爭力和昂貴

的價格能夠與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灣區相比。這些地區
的住房價格過高，遠遠超出供求，最常見的是以現金收購
交易。不過，考慮到未來幾年，業界預期抵押貸款利率和
住房價格將繼續上漲，對于準備置業的人士來說，提早做
出財政的準備是十分重要的。購房者必須做出最快的決定
，因為市場不斷地升溫，而較低價房屋的銷售時間很快。

專家指出，準備置業人士在搜索房子之前，盡可能儲
蓄更多的首付，清理個人信用報告中的任何瑕疵，成功獲
得預先批淮貸款。房產顧問卡拉皮爾斯 (CaraPierce) 說，
很多首次置業人士甚為急躁，但是，購買房子如同找工作
，這需要大量的時間來準備。因此，當理想的物業出現時
，就可以有備而戰。

3. 過度相信網上貸款的諮詢
雖然許多信貸指導員和財務顧問也提議買家上網查核

按揭問題，可以查看所購買的城市和縣的資料，是否有資
格獲得VA貸款和FHA貸款，但是，直接與貸款人會談可
以更加清楚明白到貸款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根據買家的
資格，抵押貸款公司的運作和當前的市場經濟而有所不同
。根據會計師事務所的一項調查，雖然有一半的借款人聲
稱掌握基本的貸款條件和條款，有近一半人表示誤解了有
關的費用，條款和業權的費用。

因此，與不同的信貸員交談，才能感受到相似類型的
貸款之間的差異。他說：“有些時候，有公司不會收取手
續費，但是，隨後的利率較高。”

4. 為等待更優惠的利率拖延購買進程
美國信用社協會負責經濟學和統計學的副總裁邁克•

申克指出，如今3%的可調利率正處在最低點。如果真的打
算買房，可以要求貸款公司提供可調利率貸款，而非固定
利率貸款。

5. 缺乏長遠考慮
搜索新房子時，買房者很容易得意忘形，並且忽略一

些關鍵信息，例如房屋所在社區，當地未來發展和房屋再
出售的價值等。作為一名初次購房者，短期內再次出售房
子很可能不是考慮重點，但應當加以考慮。

約翰遜銀行高級房貸信貸員兼副總裁助理邁克•巴奇
指出：“購買第一處房產時，你要確定，萬一自己的計劃
發生變化，你能在5年內輕鬆地把它賣掉。儘量避免購買
那些超級漂亮或者古怪的房子，除非你在經濟上十分寬裕
，能夠負擔這些額外的魅力。”

6. 做出情緒化決定
儘管房屋適合與否取決于個人喜好和承受能力，但是

在簽署購房合同前，購房者需要把情緒和決策分割開。僅
僅因為喜歡房子的建築風格就忽視發霉的地下室或者吱吱
嘎嘎的地板會讓買家在未來花很多冤枉錢。

花點時間進行仔細計算，並且為每一處房產列出優缺
點，用一種客觀理性的辦法來作出購房決策。請記住，無
論是房產中介還是親自上陣的房主，都會運用各種營銷策
略向潛在買家推銷房產。聽取不同意見，但也需要做好功
課，這樣才能確保自己在未來幾年內都會對將要購買的房
子感到滿意。

7. 忽視隱藏費用
除了月供外，購房者還需要考慮房屋維護、設施和房

產稅等費用。如果買的是老舊房屋，很可能最終需要花錢
進行維修和翻新。此外，還需要考慮房屋維護和房產稅等
額外支出。

房貸商或者房地產中介不一定會提供這類信息，因此
，購房者需要自己搜尋此類支出的信息——可以讓驗房師
提供一張近期需要處理的已有或潛在問題清單，還可以考
慮諮詢本地區的裝修專家或者建築師，為可能的翻修和房
屋改善計劃估價。此外，不要忽視搬家成本，買房者可能
還 需 要 購
買 額 外 的
家 具 來 布
置 更 大 的
生 活 空 間
。 （ 文 章
來 源 ： 美
房吧）

新手買房新手買房，，哪個市場競爭最殘酷哪個市場競爭最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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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庭
至少使用350種不同的語言

(本文轉自美國之音)華盛頓—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說至少350種
語言在美國的家庭中被使用，比從
前的數據報告的39種上升了。

本周發布的人口普查數據表明
，盡管大多數的美國人在家裏只說
英語或如西班牙語、漢語、法語和越
南語等語言，但也有很多其他語言
被使用。

調查顯示，這些較少使用的語
言包括賓夕法尼亞德語、烏克蘭語、
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和阿姆哈拉
語。其他還有 150 種不同的原住民
語言，集中地被 35 萬多人使用，包
括尤皮克人、達科塔人、阿帕切人、
凱瑞斯人和切羅基人。

人口普查局統計學家埃裏克·
維科斯特姆在壹份聲明中說，收集
到的數據來自2009年到2013年間，
揭示了“美國語言的廣泛性和多樣
性”。

調查重點突出美國語言多樣性
最顯著的15大都市區。

紐約市及周邊地區的居民至少
使用 192 種語言，是這 15 個大都市
區中最多的。其次是洛杉磯，至少有
185種語言，其次是華盛頓特區，168
種語言；其次是西雅圖，166種；再次
是鳳凰城，163種。

這些大都市區中，年齡超過五
歲並且說某種非英語語言的人口比
例最高的是洛杉磯和邁阿密，分別
是54%和51%。

人口普查局發現，這些大都市
區裏壹些使用人群較少的語種是孟
加拉語、塞爾維亞語、泰盧固語、馬
拉雅拉姆語、泰米爾語、印度尼西亞
語、斯瓦希裏語、阿爾巴尼亞語、旁
遮普語、古代敘利亞語、皮馬語和烏
克蘭語。

閒在家裏時，可以做些什麼來賺點外快？
（本文來自網絡）為妳介紹 10 個賺外
快的方法，妳可以在孩子上學的時候
或者睡覺的時候甚至是孩子醒著需要
妳看護的時候進行，當然必須說明的
是這些收入都不是很高，而且不是每
個方法都適合妳，但是一年積累下來
也能讓妳賺個幾百上千美元，何樂而
不為呢？

1. 用妳的意見賺錢
參與在線調查是一個相對比較快

的賺外快的方法。例如，妳可以在
Harris Poll Online上面參與在線調查，
一般只需要 5-25 分鐘的時間就能完
成，完成後會被獎勵積分。參加調查的
人可以把這些積分積累起來，然後兌
換亞馬遜或者星巴克禮品卡。Harris
Poll Online還會舉辦從參加調查的調
查者中抽獎，被抽中的獲獎者將會獲
得現金獎勵。最高獎勵1萬美元。更多
有 獎 勵 的 在 線 調 查： SurveyClub、
Global Test Market和Swagbucks。上述
在線調查的註冊均免費。

2. 評估網站
第二個可以在短時間內賺取外快

的 方 法 -20 分 鐘 10 美 元，就 是 與
UserTestingand簽約來評估網站。妳需
要一臺可以上網的電腦和一部耳機，
而且妳必須填寫一張一頁紙的人口資
料概況。如果妳的資料和被測試網站
的目標人群匹配，妳就能得到這份工
作。接下來妳需要把 UserTesting的屏
幕錄像機下載到妳的電腦上，然後用
它來記錄妳在瀏覽該網站時對其的口
頭評論。網站主人通常都在尋找對網
站的缺陷的反饋。

3. 擔任在線陪審員
一些律師在庭審之前會聽取大量

的在線模擬陪審員對即將開庭的案子
的看法和反饋。但是，這些模擬陪審員
只能存在於案子即將被審理的縣或聯
邦特區。妳可以在線註冊幾個網站試
試，看有沒有案子即將在妳所在的地
區審理。EJury.com美國案子支付5-10
美元，通過PayPal支付。如果妳是律師
、律師助理或者與律師相關，都不能參
與。據EJury所說，如果妳豬哥一個大
城市，妳可能比住在農村地區更容易
被選上，因為在大城市會有相對較多
的案子被審理。一個案子大概需要35
分鐘的時間。OnlineVerdict.com 上的
案子一般需要20分鐘到一個小時，報
酬在20-60美元不等，通過支票支付。

4. 擔任虛擬私人助理
如果妳的電腦可以上網，而且妳

很擅長在線搜索和與人交流，那妳可
以成為Fancy Hands的虛擬私人助理。

Fancy Hands 雇傭的虛擬私人助理可
以自己抽時間，來幫助Fancy Hands的
用戶來處理一些瑣碎事務，例如給服
務供應商打電話，安排約會，尋找最優
價格的產品和服務等。妳每完成一個
任務就能得到一筆報酬，金額從2.5美
元到7美元不等。

5.輔導學生
如果妳有學術專長，又能在一周

抽出幾小時的時間，那妳可以把妳的
知識分享給正在苦苦掙紮想要提高學
習成績的學生們。妳可以從妳孩子的
學校找這樣的學生，也可以在類似
Craigslist.org上找找看，或者與在線輔
導公司簽約，例如 Tutor.com。但是
Tutor.com 要求妳每周至少要有 5 個
小時的輔導時間，並且在某一科目具
有大學以上學歷，輔導都是通過電腦
虛擬在線輔導，而不是面對面輔導。
Tutor.com 的時薪取決於妳所輔導的
科目。

6. 成為一個媽媽/爸爸博客
如果妳不知道怎麼打發帶孩子的

空閑時間，妳可以考慮寫博客。盡管妳
是個全職媽媽或全職爸爸，但這並不
代表妳的博文都必須要和育兒有關，
更何況已經有很多博客都在寫這方面
的內容，那妳可以考慮其他任何妳感
興趣的主題。一般越是原創的、具有娛
樂性且信息量大的博文，越能吸引更
多粉絲，這樣妳就越能賺到更多錢。妳
可 以 通 過 WordPress.org、GoDaddy.
com創建博客。為了掙錢，妳可以使用
Google AdSenseservice 在妳的博客上
放廣告。妳的報酬根據廣告的不同而
會有所不同，一般取決於會有多少人
看廣告。

另外，還有網絡聯署營銷，如果有
人在妳的博客上點擊了某一廣告並購
買了產品，妳一般可以賺取 10%左右
的傭金。亞馬遜有一個名為The Ama-
zon Associates affiliate program 的項目
可以讓妳在妳的博客上刊登產品廣告
，或者妳也可以試試 CJ Affiliate 或者
ShareASale，他們都與上千家公司合作
。

不過能賺多少還取決於妳投入多
少心血在妳的博客上以及有多少人訪
問妳的博客。

7. 擔任自由撰稿人
或許妳不想成為一個博客，但是

又想寫點東西或者表達自己的創意和
靈感。那妳太幸運了，因為有大量的媒
體、公司和非營利性網站都在尋找自
由寫手來為他們編輯文章。有些按字
數支付，有些按時間支付，有些則按項

目支付報酬。
例如，如果妳通過

Textbroker.com 免費註
冊，然後提交一份寫作
樣本，他們會根據妳的
寫作質量給妳一個等級
。然後妳可以根據妳的
質量等級選擇妳想寫的
項目，然後賺取 0.7-5
美分每字或者更多的報
酬 。 FreelanceWriting.
com會提供一個各大熱
門網站收集很多自由撰
稿的工作機會。很多新
上榜的工作機會的時薪
一般在25美元或更多。
妳 還 可 以 加 入 Medi-
abistro's freelance mar-
ketplace，然後把妳的信
息發布上去然後等待媒
體經理發現妳這個自由
撰稿人。

8. 用照片賺錢
如果妳懂得攝影技巧，那

妳可以把妳的攝影照片賣給圖
片庫存網站例如 Shutterstock.
com。一旦妳的照片被采納，它
們 可 能 會 被 Shutterstock.com
的訂閱者下載，每下載一次妳
就能獲得25美分-120美元的。

其他有償收集照片的網站
：includeiStock、 Dreamstime 和
Sqeeqee。

9. 賣焙烤食物
上班族父母估計沒有太多

時間來制作生日蛋糕或者用於
學校聚會的紙杯蛋糕。而這正
是妳的優勢，如果妳正好可以
做的一手可口的焙烤食物。

小編有一個朋友，她是一
個單親媽媽，她通過制作紙杯
蛋糕來打發和自己正在接受化
療的父親住在一起的時光。她
把 自 己 制 作 的 蛋 糕 發 布 在
Facebook 上面，然後很快就收
到盆友們的訂單。現在她通過
制作紙杯蛋糕每月可以賺200
美元，而這些生意都來自於口
碑以及它發布在Facebook上的
圖片。

10. 帶自己孩子的同時幫
別人帶孩子

妳的朋友一定會很興奮，如果像
妳這樣有經驗的媽媽可以在他們上班
的時候幫他們帶孩子。幫妳的朋友帶
一、兩個孩子對妳來說應該是可以做

到的。而且，妳孩子的新玩伴兒可以騰
出幾個小時讓妳的孩子不那麼一直粘
著妳。幫人帶孩子的報酬也是因地域、
孩子的年齡和數量而定，不過在小城

市保姆通常可以賺得 10 美元或更多
的時薪，在大城市報酬可能會翻倍。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0513A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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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工作想要一帆風順，步步高升？不管
你是職場菜鳥，還是已經混得小有成就，以下的
15個錯誤可千萬犯不得，一點疏忽大意恐怕就
會讓你的事業前程輕則多些不必要的坎坷，重
了恐怕甚至會全盤葬送。

1.沒有金剛鑽，還想攬瓷器活
如果你還在找工作階段，那麼最好還是保

守點，別去申請那些自己其實根本不夠資格的
崗位。那樣你是在浪費自己和招聘者的寶貴時
間。雇主想招的肯定是各方面條件最適合的人，
就算你僥幸矇騙過關拿到了工作，真幹起來以
後恐怕會招架無力。

2.在社交網絡上發表不合時宜的內容
小心你的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賬號，它們

可以讓你的雇主同事們知道關于你的太多事情
，從而產生各種看法，即使通常是片面的。所以，
在發布任何評論、文章、照片，或者轉載什麼東
西之前都別激動別衝動，停幾秒鐘想想看——
它們會不會顯得你很腦殘？會對你所在的公司
產生什麼影響？

牢記這一點：你在網上發布的任何東西，甚
至包括電子郵件，都有可能被你並不願意他們
看到的人看到。

當然了，如果別人在網上完全搜索不到你
的名字，那也不是什麼好事——他們很可能覺
得你這個人有問題。

3.你的LinkedIn賬號都快變成僵尸號
盡管LinkedIn死板生硬的推廣模式已經被

廣為吐槽，不過你還是不得不承認，在美國，想
要在職場上有好發展——擴展職業人脈，吸引
潛在客戶，讓可能的雇主注意到你並有好印象
——那麼一定要有能拿的出手的LinkedIn資料
。所以，快去把它好好整理整理吧。記得頭像千
萬別是個太隨意的。

4.神神秘
秘 當 個
“獨行俠”

這 可
一點也不
酷。蝙蝠俠
都需要有
羅賓做助
手。如果你
想轉行，調
崗，換公司
，或者回校
深造，別猶
豫，告訴家
人朋友你
的想法，尋
求他們的
建議。在工

作中遇到問題了想知道怎麼辦？那就去找個職
場導師交流一下。一直孤軍作戰也挺寂寞的不
是？

5.與潮流脫節
不是說你得穿得多麼先鋒時尚（當然如果

你在時尚圈混，那還是必須的），而是說你得時
刻跟進你所在行業的最新動向。瞭解相關的新
聞，知道行業未來發展的趨勢，明白你自己所處
的位置。

6.妄自菲薄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講究要當個“謙謙君子”

，但在這弱肉強食的美國職場中，一味謙虛可行
不通，這裏強調的可是個人價值。儘管大膽地在
跳槽時要求新東家給你加薪吧。

7.不參加同事們的活動
同事們相約喝酒、吃飯、逛街、出游，你一個

也不參加？別以為這樣會顯得你很高冷有逼格，
你在同事中的人緣可能就這麼完蛋了，回頭想
參加了人家都不帶你。多參與這些看似和工作
無關的活動其實是加強職場人際關係最行之有
效的做法，在辦公室人緣好了自然工作也會更
順利。

8.被雇之後就覺得一勞永逸
每個月都能按時領到工資單感覺挺爽的？

別讓它們成為慢慢變熱的溫水，而你變成被煮
的青蛙。就算已經有了穩定工作，也別懈怠發展
人際關係，更新自己的簡歷，時刻關注行業趨勢
，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9.像祥林嫂一樣抱怨個沒完
工資低，上司刁難，總得加班，每個在職場

打拼的人都經歷過這些事。你當然有理由感到
不爽，偶爾發泄一下，不過小心千萬別把抱怨的

話天天挂在嘴邊，到處
傳播負能量，你的同事、
家人和朋友也沒有義務
總受你這樣騷擾。

10.帶病工作
別以為有人會因為

你帶病去公司上班而感
動敬佩，認為你是個好
員工。尤其如果你得的
是流感這樣的傳染病，
你的這種做法是在讓全
辦公室的人都受到威脅
，還是好好在家養病吧。

11.停下學習脚步
不要以為有了工作

就能夠一勞永逸勞永逸，，從此從此
吃你從學校學來的老本
——你很快就會坐吃山快就會坐吃山
空的。每一行，每一種工
作，都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一朝停止學習，那麼
回頭最先被淘汰的就是你。

12.遲到早退，心不在焉
上班經常遲到，或者掐

著點才走進辦公室，快下班
時又早早提前收拾好東西，
一到點就瞬間開溜，這樣的
你可別想給同事領導留下
好印象。

13.工作時間還老玩手機
必須承認，想改掉這個

現代人的通病是有點難度。
不過至少在上班時間，而你
手頭又有緊要的任務時，少
發兩條短信，少刷兩頁微博
、臉書，少打兩通可以下班
再打的電話。尤其在和領導
開會，或者是接受面試的時
候，千萬記得把你的手機關
掉，至少調成完全靜音。

14.指望上司能規劃你的
事業發展

記得這一點：上司們都
很忙的，根本沒空管你發展
好壞——不因為怕你威脅
到他而打壓你就不錯了。

15.只專注自己手頭，不
把公司的大任務當回事

永遠不要只顧著做自
己那點工作，局限在自己的

部門。如果你的其他同事們在為一個項目努力目努力，，
你也應該主動鼓勵他們你也應該主動鼓勵他們，，提出建議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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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大學文憑，就等于鋪好了人生的坦途
——穩定的工作、令人羡慕的薪水、屬於自己的
房產。”二戰後，這曾是一代代美國人的信條。但

如今，不管是年長還是年輕的美國
人，都已不再把學歷看得如此重要
。人們認為，在現代職場上，要取得
成功，就必須掌握一技之長。

45歲的韋爾奇是3個孩子的
父親，他對此深有體會。韋爾奇25
歲的女兒是平面設計師，她沒有大
學學歷，僅靠自己的計算機和藝術
才能，就贏得了工作。“如果沒有牢
牢掌握技能，你很難取得成功。”韋
爾奇表示，他對女兒的成就頗感自
豪。

雖然經濟學研究顯示，大學畢
業生的終生收入仍遠高于沒學位

的人，但不管是在年輕人還是年長的職場人之
中，觀念正悄然發生變化。

一項關于學歷重要性的社會調查顯示，只

有55%的美國年輕人認為學歷對職場成功非常
重要。而對于職場過來人，這一比例更低，只有
53%。顯然，經歷了職場打拼後，人們更加看清
能力和技能的價值。

在被問到哪些因素對于職場成功必不可少
時，大多數人將適應變化的能力排在了首位，緊
隨其後的是熟練掌握計算機、能與不同背景的
人打交道的能力、通過培訓掌握最新技術的能
力，以及良好的家庭人脈。

即使那些看重學歷的人，也不否認經驗的

重要性。22歲的安東尼是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他
認為：“現在大多數工作都需要經驗，而不只是
一紙文憑。”

連教育工作者也承認：
“學歷被‘神化’了，其
重要性實際上取決于
學校，好的學校和差
的學校，學歷的
含金量必然不一
樣。”

年薪10萬美元在美國絕對是杠杠的高薪。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2014年美國共有就業
人口1.35億，平均年收入47230美元，類似企業
管理層的金領工作才能年入10萬美元以上。

但是，也有些職業聽上去可能不那麼光鮮，
工作環境也不像金融城、商務區那麼高大上，但
就是憑著真才實學、憑著辛勤勞動，他們也擠進
年薪10萬美元的行列。

在這些高薪職業裏，最讓你意想不到的可
能是電梯維修工。

小編在紐約工作的那段時間，公寓樓的電
梯三天兩頭壞，電梯工大叔三天兩頭來，腆著大
肚皮，穿著油乎乎的工裝褲，總是一副大爺范兒
：動作慢騰騰，嚴格遵守八小時工作制，一到下
班點不管修沒修好立馬走人。沒想到，他們的年
薪竟然超過10萬美元，秒殺小編。

美國勞工統計局說，那些“安裝、裝配和維
修貨梯和客梯，並對它們的電動或液壓裝置進
行維護的人”平均年薪是7.65萬美元，而該行業
的前10%的高收入者平均年薪甚至高達10.96萬
美元。當然，電梯工的收入也有地域差別，美國
西北部的俄勒岡州的電梯工收入最高。

看過美劇《新聞編輯室》的人，不少會被新

聞人那種高強度的繁忙工作震撼。但其實，美國
新聞行業的入門薪酬低得可憐。不過，那些新聞
分析師，就是那些“為電視觀眾分析和解讀新聞
的廣播媒體新聞分析師”就不一樣了。

他們平均年薪8.44萬美元，前10%高收入者
的平均年薪更是高達18.25萬美元。這些新聞分
析師最有“錢”途的州是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馬州
。

而美國的“老農民”，就是擁有田地的種植
戶、牧場主和其他農業經營者，也屬於高收入階
層，年薪堪比公司管理層。前10%的高收入者年
薪高達12.17萬美元，他們大多分布在美國西海
岸的加利福尼亞州。

而水文工作者，即“研究地下水以及地表水
的分布、循環和物理性質的人”，前10%的高收
入者平均年薪也達到11.72萬美元。

行船也能得到豐厚報酬。船長和大副自然
不用說，就算只是個舵手，也能拿到不菲收入。
船員的平均工資是7.92萬美元，其中前10%能拿
到12.83萬美元。對船員最慷慨的是南部位于墨
西哥灣的產油大州得克薩斯。

在好萊塢影片裏，你可能見到過那種教人
策劃婚禮、布置餐桌或烤麵包的老師。其實，美

國很多高校開設家政學（ho-
meeconomics）課程。它並不
是教你如何做家務，而是以
提高家庭物質生活、文化生
活、感情倫理生活和社交生
活質量為目的的一門應用性
學科，涉及室內布置、飲食與
營養、旅游策劃，以及家庭人
際關係和家庭醫療衛生等多
個領域。

全美大概有 13710 名高
校家政學老師，他們也屬於
高收入階層，平均年薪為
10.21 萬美元，前 10%的高收
入者每年平均能拿到 17.46
萬美元。在全美，馬薩諸塞州
給他們開出的工資最高。

除了這些，擠入年薪10
萬美元行列、又讓人有些驚訝的職業還有：
數學家
天文學家
殯葬服務經理
高校藝術、戲劇和音樂老師

偵探和刑偵調查員
賭場管理員
戲劇和表演化妝師
作家和文案工作者
交通檢查員。

美國年薪美國年薪美國年薪101010萬的工作萬的工作萬的工作
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

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美國人找工作不再唯學歷論
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能力更重要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0513C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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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學歷=底薪？你錯了！生活在美
國，很多技能強者工資可是很高的哦！
在美國即使你沒有高學歷也沒關係，
很多技術導向性職位對本科學歷都沒
有要求，你依然可以覓得一份工資收
入很不錯的工作。根據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數據,以下這些職業
都是平均薪水在$60,000以上，卻對學
歷要求很低的。在一味追求高學歷的
大趨勢下，也許下面這些職位和工資
會對你有所啟發。

天然氣公司操作員
通過控制主要的壓縮機向有需要的地
方輸送天然氣
平均年薪：$61,140
學歷要求：高中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4,700個（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職培訓

網絡開發

設計，創建，修改網站
平均年薪：$62,50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或技校畢業
預計職位空缺：50,700個（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
運行地鐵或者城市有軌電車來運輸乘
客。
平均年薪：$62,73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3,3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培訓

郵政系統管理員
在美國郵政系統計劃協調運營，行政
管理或人員協調和相關聯繫工作。
平均年薪：$63,05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5,0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在職培訓

電力安裝維修
員
安裝或者維修配
電系統中的cable
或者線路。
平均年薪：$63,250
學歷要求：高中或
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49,
9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
職培訓

遊戲經理
賭場遊戲策劃執

行 或 者 協 調
操作。
平 均 年 薪：
$65,220
學歷要求：高
中 或 同 等 學
歷
預計職位空缺：1,400（到2022）
在職培訓：無

磁共振成像技術員
保證病人在掃描時的舒適安全，同時
保證掃描圖片質量。
平均年薪：$64,36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3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註冊護士
照顧病人，教育公眾及病人各種健康
常識
平均年薪：$65,47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052,6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葬禮服務理事
計劃執行葬禮及相關服務
平均年薪：$66,72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3,2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農場經理
管理農場大小事宜，包括運營，醫療衛
生等
平均年薪：$69,30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
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50,
2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牙科保健員
清潔牙齒，牙齒疾病
檢查
平均年薪：$70,21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
畢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3,
5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偵查和刑事調查
員
對違法事件進行調
查取證破案
平均年薪：$74,30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
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27,
7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中短期在
職培訓

電梯安裝維修人
員
安裝維修或者維護電動或液壓貨梯，
客梯等
平均年薪：$76,650
學歷要求：高中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8,0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先需要做學徒

放射治療師
觀察病人對放射治療的反應並進行相
關記錄
平均年薪：$77,56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或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8,4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無

空中交通指揮員
監控和指揮飛機運行。該職位的工資
是所有無學歷要求的工作中工資最高
的。
平均年薪：$122,530
學歷要求：社區大學及同等學歷
預計職位空缺：11,400(到2022年）
在職培訓：長期在職培訓

技能取勝！
盤點美國盤點美國1515個高薪低學歷職位個高薪低學歷職位

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地鐵或有軌電車操作員

電力安裝維修員電力安裝維修員 賭場經理賭場經理

天然氣公司操作員天然氣公司操作員

網絡開發網絡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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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朝九晚
五的工作並不是每個

人都能擁有，有些工作是需要用你的“腎
上腺素”來完成的。今天就讓小編來帶你
盤點一下世界上十大最危險的工作。
1. 鱷魚心理學家 鱷魚也是有自己的專屬
心理學家的。鱷魚心理學家的工作內容包
括把鱷魚弄上岸研究它們的行為，比如近
期他們就發現鱷魚實際上十分愛玩。然而
，某些品種的鱷魚 是十分危險的，平均每
年能殺死數百甚至上千人。那麼問題來了
，這份年薪6.25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8萬
元）的工作真的值得讓人如此“賣命”麼？
2.暴風獵人 恐怕絕大多數人遇到暴風的
時候都會選擇掉頭就跑，然而一些科學家
、氣象學家和新聞記者等卻要在面對極度

惡劣的天氣時“迎頭直上”，他們的年薪約
為6.1萬美元（合人民幣37.9萬元）。
3.毒蛇取毒師 毒蛇的毒液能夠被製成血
清為相關臨床治療所廣泛利用，這就需要
取毒師冒著生命危險，手持蛇頭，將蛇牙
刺進附在試管口的塑料片，以此來刺激毒
蛇分泌毒液並收集。然而取毒師的年薪僅
為3萬美元左右（約合人民幣18萬元）。
4.跳傘教練 年薪約2.4萬美元（約合人民
幣15萬元）。
5.洞穴潛水員 由于水壓不穩定、空間及
水域表面限制，洞穴潛水比深海潛水更危
險，洞穴潛水員年薪為5.86萬美元（約合
人民幣36.4萬元）。
6.火災跳傘搶險員 年薪為3.3萬美元（約
合人民幣20萬元），負責乘跳傘降落到沙

漠和森林中撲火。
7.旅行嚮導 年薪能超過7萬美元（約合人
民幣43萬元），然而需要去各種偏遠地區
，面臨著野生動物襲擊等危險。
8.特技演員 年薪約為7萬美元（約合人民
幣43萬元）的專業特技替身演員需要替
大牌明星完成各類危險拍攝。
9.珠峰嚮導 年薪僅為5000美元（約合人
民幣3萬元）。每年有超過4000人試圖登
上珠峰，然而只有一半的人能成功登頂，
他們的成功則離不開珠峰嚮導的幫助。
10.漂流筏船夫 每個雨季能掙到6000多
美元（約合人民幣4萬元）。

危險卻高薪你敢挑戰嗎?
世上危險工作前世上危險工作前世上危險工作前101010名名名

暴風獵人第二暴風獵人第二

毒蛇取毒師第三毒蛇取毒師第三

火潜跳傘搶險員第六火潜跳傘搶險員第六

旅行嚮導第七旅行嚮導第七

潜魚心理學家名列第一潜魚心理學家名列第一

跳傘教練第四跳傘教練第四

洞穴潜水員第五洞穴潜水員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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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占
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

“新生代”占比连续4年上升

在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医院做护士的陈盼来自
农村，高中毕业后她选择了报考专科院校，学习
护理专业。被问及农民工的话题时，她感到诧
异：“我以为只有进城到建筑工地等从事体力工
作的才叫农民工。”

像 陈 盼 一 样 对 农 民 工这一概念存在认识
偏差的不在少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指出，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
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
2018年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 1157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3 万人，增长 0.9%；到乡
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 17266 万人，比上年增加
81 万人，增长 0.5%。

从年龄结构来看，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
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1.5%，比上年提
高 1.0 个百分点，占比连续 4 年提升；老一代农
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48.5%。在新生代农民
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
后”占6.4%。

来自四川的王鹏是“90 后”农民工中的一
员，高中毕业没多久就来到北京。“我在北京的5
年间干过很多工作，包括饭店服务员、小区保
安、工厂职工等，直到当快递员，工作才开始稳
定下来。”王鹏说。

如今，像陈盼、王鹏一样从事服务业的农民
工越来越多。《报告》 显示，2018年从事第三产
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5%，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
点。其中，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6.7%，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12.2%，
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农民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专及以上
学历农民工占比继续提高。《报告》 显示，在
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 1.2%，小学文化
程度占 15.5%，初中文化程度占 55.8%，高中文
化程度占 16.6%，大专及以上占 10.9%。大专及
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

2018 年农民工月均收入 3721
元，比上年增加236元——

收入提高但不同地区有差异

收入提高是王鹏从事快递工作的重要原因。
“我所在的网点主要服务于高校和小区，人口较
为密集，收发件数量能得到一定保障。基本上每
个月的工资都在 6000 元左右，‘双 11’、‘双 12’
的时候快递数量多，工资会高些，但那阵子也比
较辛苦。”王鹏说。

近年来，农民工月均收入整体呈稳定增长的
态势。《报告》 显示，2018 年农民工月均收入
3721元，比上年增加236元，增长6.8%，增速比
上年提高 0.4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建

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
年提高 1.9、1.1 和 0.1 个百分点；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增速与上年持平；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
0.4和0.8个百分点。

任世正是贵州省遵义市一处建筑工地的钢筋
工，他每月的工资并不固定，取决于当月工作天
数。目前平均下来月薪能达到 5000 元，较去年
增加了500元左右。

《报告》 显示，2018年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
收入4107元，比上年增加302元，增长7.9%；本
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340元，比上年增加167
元，增长5.3%。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
务工农民工多767元，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
2.6个百分点。

提到离开家乡外出务工的原因，王鹏说：
“肯定是因为这边的工资比较高，尽管生活成本
也不低，但是节省点用，每年攒下的钱还是要比
在老家的时候多不少。另外也是想趁年轻的时候
多出来看一看、闯一闯。”

分区域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
月均收入增速加快。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
民工月均收入3955元，比上年增加278元，增长
7.6%，增速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在中部地
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 3568 元，比上年增加
237 元，增长 7.1%，增速比上年提高 0.7 个百分
点；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
入增速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

任世正说：“我现在每月工作25天左右，每
天工作 10 小时。而在广州从事同等强度和时长
工作的同乡，月薪能达到近7000元。”

同样的情况陈盼也有提及：“大学毕业时有
好几个同学选择去南方，当时签工作的时候他们
的工资普遍比我高。我的一个室友去了深圳，她
现在的工资比我高1000多元吧。”陈盼说。

2018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
20.2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4平方米——

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本地人”

农民工收入提高的同时，相关保障也进一步
得到增强。以居住情况为例，《报告》显示，农民工
人均居住面积继续提高，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例提
高，居住设施不断改善。

具体来看，2018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
积 20.2 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0.4 平方米。在进城
农民工户中，2.9%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上年提高
0.2 个百分点。在进城农民工户住房中，有洗澡
设施的占82.1%，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使用
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占87.7%，比上年提高0.7个百
分点；独用厕所的占71.9%，比上年提高0.5个百
分点；能上网的占92.1%，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
点；拥有电冰箱、洗衣机、汽车 （包括经营用
车） 的比重分别为 63.7%、63.0%和 24.8%，分别
比上年提高3.6、4.6和3.5个百分点。

江荣昌家在东北，两年前孩子考上大学后，
夫妻二人便一起在山东的一家养殖场内工作。江
荣昌说，在这里上班每天都有工资赚，一年下来
比在家务农能多攒不少钱。“我们住的地方，电
视、冰箱、洗衣机都有，还能上网。”

孩子教育方面，《报告》 显示，进城农民工

随迁儿童教育情况有所改善，具体表现为3-5岁
随迁儿童入园率提高，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
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例提高。

对于留守儿童，不少地方采取措施提高保障
水平。如四川已在 80 万以上人口大县 （市、
区） 中统一设置农民工服务机构共 64 个，服务
覆盖1500万农民工。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有人口 150 余万，外
出农民工达 41 万人。该县农民工服务中心主任
刘刚介绍，服务中心有 25 个联系成员单位，包
括人社、交通、教育等部门，中心统筹部门对

“留守妇女、老人、儿童”进行服务。
“过去出门打工，最揪心的是家里一老一

小，现在有了农民工服务中心，家里的事也放心
了。”仁寿县农民工代翠英说。

《报告》 还显示，进城农民工城镇归属感较
为稳定，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
人”，与上年持平。进城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进一

步提高，26.5%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
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日前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要求，提升城市
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
市。规范招工用人制度，消除一切就业歧视，健
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落实农民工与城镇
职工平等就业制度。

此外，在技能培训、工资保障等方面，相关
部门也在积极行动。人社部年初印发的《新生代
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2019—2022年）》提
出，到 2022 年末，普遍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覆盖率；普及职业技能
培训课程资源，提高培训可及性；普惠性补贴政
策全面落实，提高各方主动参与培训积极性。司
法部近日出台意见，要求认真做好根治拖欠农民
工工资有关工作，争取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的行政法规年内出台。

总量增加，平均收入上涨，城镇归属感较稳定——

这代农民工，就是不一样
刘 欣 邱海峰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告》显示，2018 年农民工总量为 28836 万人，比上年
增加 184万人，增长 0.6%。近 3亿农民工有哪些新特征？
主要从事哪些工作？收入状况如何？他们是否融入了
城市？

▲▲日前日前，，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
计生协计生协、、十张村联合辖区医院开展十张村联合辖区医院开展““维护维护
人人健康人人健康 迈向全面小康迈向全面小康””免费体检进工免费体检进工
地活动地活动，，免费为农民工测量血压免费为农民工测量血压、、血糖血糖，，
并提供内科并提供内科、、外科等专科检查外科等专科检查。。

葛传红葛传红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道高架桥建设中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大道高架桥建设中，，农民工兄弟们正齐心协力穿高架桥农民工兄弟们正齐心协力穿高架桥钢索钢索。。

黄建军黄建军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
区一建筑工地，工人们利用
身边废旧材料实现自己的奇
思妙想。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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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2019年5月15日，筆者有幸在紐約百老匯莊嚴劇院（Majestic Theatre) 欣賞
最長壽音樂劇《歌劇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這絕對是紐約旅遊必不可錯過的百老匯音
樂劇經典。該劇由音樂劇之王安德魯·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在1986年時改編的，並於
1986年在紐約百老匯首演，1988年獲得七項托尼獎，30多年經久不衰，共獲得70項音樂劇大獎
。據統計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4億觀眾上座。

莊嚴劇院是位於曼哈頓中城西44街245號的百老匯大道，是百老匯最大的劇院之一，擁有1,
681個座位，傳統上被用作主要音樂劇演出場地。自1988年1月26日上演一來，該劇院一直保留
著《歌劇魅影》音樂刷上演。該劇院於1927年3月28日對公眾開放，迄今己有92年的歷史，它
創造了13,000場破紀錄的成績，是目前運行時間最長的劇院。

《歌劇魅影》的故事以19世紀時法國的巴黎歌劇院為舞台，講述了一個年輕的女歌劇演員克
里斯汀‧黛也(Christine Daae), 一個年輕貴族拉烏爾(Raoul de Chagny) 和一個躲藏在歌劇院地底
的醜陋怪人魅影(Phantom) 之間的愛情故事。劇中魅影暗戀克里斯汀並暗中教她唱歌，但後來魅
影對克里斯汀產生偏執的愛戀，他任意搗亂歌劇院的安排，並挾持拉烏爾進地下水窖。克里斯汀
和青梅竹馬拉烏爾相愛，魅影的所作所為使得克里斯汀不斷逃避他。克里斯汀為了救愛人，只好
勉強自己親吻醜陋的魅影，答應留下來。故事的最後，魅影不忍克里斯汀為救愛人委曲求全地跟
他在一起，痛苦的決定放走克里斯汀和拉烏爾......。
最近主要角色扮演者進行了輪換，主要新主演簡介

魅影的扮演者是本•克勞福德（Ben Crawford ）是剛剛接替Peter Joback的新星，承擔劇中
主角，他在3月31日的最後一場演出中戰胜對手，取得了勝利，獲得第一男主角。製片人卡梅倫
麥金托什在早些時候的一份聲明中說：“找到令人興奮的新魅影演員總是令人興奮，而在本•克

勞福德，是我們一個真正的發現。在最近盛大的30週年慶典上，他將把這部傳奇音樂劇帶入百老
彙的第四個勝利十年，這個慶祝活動由著名的國際明星彼得·約瑟（Peter Jobsck）率領，他將在
本月底演出他最後一次魅影角色退出舞台。
Kaley Ann Voorhees 扮演克里斯汀的角色。

Kaley Ann Voorhees，銀色濁音的明星，目前擔任安德魯勞埃德韋伯的《歌劇魅影》中的
Christine Daae 候補。據悉，她將在11月19日開始由哈羅德王子執導的長期百老匯演出中扮演克
里斯汀任第一女主角。在劇中，Voorhees接替了Ali Ewoldt，Ali 將於11月17日在角色中扮演她
的最後一場演出。 “我很高興能在Phantom開始我的下一章！” Voorhees在一份獨家聲明中說
。 “它在我心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非常感謝能成為它的一部分。克里斯汀離我很近。我二
十歲的時候開始演出，我的克里斯汀變了，我很高興看到她下一步去哪裡了！《歌劇魅影》肯定
改變了我的生活，我迫不及待想要更多地進入劇場演出，希望能夠以影響我的方式幫助影響人們
！” Voorhees在《歌劇魅影》中首次亮相百老匯，成為紐約製作中扮演克里斯汀的最年輕女演員
。她還出演了哈羅德王子劇院百老匯王子，並於今年冬天在紐約歌劇院的Candide中首次亮相歌
劇。

傑伊·阿姆斯特朗·約翰遜（Jay Armstrong Johnson） 擔任拉烏兒扮演者。才華橫溢的男高
音演員傑伊·阿姆斯特朗·約翰遜於4月30日開始在百老匯演出最長的音樂劇“安德魯·勞埃德·韋
伯的歌劇魅影”中扮演拉烏爾的角色。約翰遜接替羅德尼·英格拉姆，他於4月28日演奏了他的最
後一場演出。 “我很高興能夠加入通過Majestic舞台大門的令人難以置信的人才名單，” 約翰遜
在一份獨家聲明中告訴Broadway.com。 “因為魅影是百老匯歷史最悠久的節目，所以每晚都有
歷史。我真的很高興能成為史詩史上的一小部分。”

《《歌劇魅影歌劇魅影》》 劇情浪費劇情浪費 音樂精彩音樂精彩 舞蹈完美舞蹈完美
在紐約百老匯莊嚴劇院欣賞在紐約百老匯莊嚴劇院欣賞《《歌劇魅影歌劇魅影》》



AA1212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9年5月20日 Monday, May 20, 2019

【本報訊/鄧潤京】4月上旬，以劉鶴副總理為代表中國代表團結束
了中美貿易談判的第11輪磋商後回國。美國方面宣布對輸美2000億美
元商品的關稅從10%增加的25%。從這時候開始，一直希望避免的中
美貿易戰，悄然開始了。貿易戰沒有贏家，生活在美國的華裔很可能成
為輸家當中更慘的一部分人。

綜合外媒報導，可以得出幾條結論；
美國民眾，包括華裔也是受害者。
美國政府稱“關稅給美國帶來可觀的財富”。 “讓美國更強大”。

可是這些“財富”從何而來？羊毛出在羊身上，買單的正是美國的農民
、企業、工人和普通消費者。連日來，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美國信息
技術產業協會、消費技術協會、服裝鞋襪業聯合會等多家行業協會紛紛
發表聲明，反對美加徵關稅，敦促美中經貿談判盡快回到正常軌道。
貿易戰並沒有減弱中國市場對美國企業的吸引力。

隨著中國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營商環境的不斷優化，加上《外商
投資法》出台，更多外商外資都希望能獲得更多參與中國市場的機會，
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來自美國。他們在搭乘中國經濟發展快車實現自身

盈利的同時，也為中國經濟做了很多貢獻。這對華裔來說仍然充滿機遇
。

今年1月份，據參加“2019全國外商大會”的中國美國商會表示，
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總投資大約在3000億美元，中美貿易爭端之下，四
分之三的在華美企受到了高關稅帶來的消極影響。事實上，上海美國商
會去年10月透露，美國正式對華加徵2000億美元關稅後，只有3%的
在華美企考慮離開中國。

4月17日，中國美國商會發布年度白皮書《2019美國企業在中國》
顯示：

98%的受訪美國企業都表示會繼續開拓中國市場，並認為在不斷增
大的中國市場中存在重要機遇。

近42%的受訪美企表示中國是其優先度排名前三的投資目的地，比
2017年增加了5個百分點。其中，五分之一的企業將中國列為最重要的
投資地點。

有38%的受訪美企表示中國投資環境正在改善。
從事技術和研發密集型行業美企的對華投資態度發生了最大的變化

：2017年只有51%的相關行業企業將中國列為前三的投資目的地，而
2018年，數字跳升至63% 。

民間交流是中美關係改善的原動力，也是華裔的用武之地。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4月民調顯示，從2016年到2017年，美

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改善了7%；而在美國政府蓄意挑起貿易戰的2018
年，這一數值同期則下降了6%。

偏見往往來自無知。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
書中所寫：“我們同中國的關係需要我們這方面有越來越多的理解，而
不是可以少理解一些……這是符合我們共同面對人類首要利益的唯一方
法。”

在貿易戰的當下，如果有人，從冷戰思維出發，人為地給中美民間
的文化交流設限，我們則要反其道而行之，敞開懷抱歡迎中美之間的文
化交流和商貿往來。

中美兩國於1979年正式建交。 40年在風風雨雨，磕磕碰碰中走來，
中美兩國全方位的交往不斷擴大，影響力已經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之
中。一個貿易戰想把對方打回到石器時代，太過於異想天開了。

貿易戰之下的華裔貿易戰之下的華裔

【本報訊/ 鄧潤京】5月16日上
午，喬恩 •麥納菲（Jon Menefee
）到訪美南電視台，就他準備競選
2020年美國聯邦眾議員，暢談他的
想法。

麥納菲曾經參加美國海軍陸戰隊
，在加州的軍事基地中服役過三年。
之後成為老闆，經商18年。 2005年
在深圳認識了薛麗萍，2006年結為
伉儷。目前，麥納菲和太太以及老丈
人、丈母娘，一家四口在休斯敦生活
。
2018年，震驚世界的聖塔菲高中槍
擊案發生，其地點就在休斯敦的東南
方向不遠處。和許多老百姓一樣，他
們夫婦也守候在電視機旁，關注著整
個事件的進展情況。

政府部門對事件的處理不盡人意
，這使得這對夫婦感到沮喪。他們認
為，應該加強領導力，在人員的調撥
，經費的使用等方面，都有值得改進
的地方。光是抱怨沒有用，應該做點
什麼。兩口子一合計，做出一個家庭
決議。太太承擔全部的家庭生活來源
，先生全脫產，全力以赴投入美國聯
邦眾議員2020年的競選。全家四口

人的生活由太太一肩挑起，並不輕鬆
。而投入選戰，就更不是一件輕鬆的
事了。

麥納菲挑戰的是第9選區的聯邦
眾議員。而休斯敦中國城一帶屬於第
9選區。麥納菲說，全德州共有36
個聯邦眾議員的選區。如果按GDP
（國民生產總值）來排名的話，第9
選區排名倒數第三，也就是排名第
34。這個統計數字讓許多人吃驚，
原以為自己還有些小確幸呢。

為什麼會是這樣？經常發生搶劫
案、盜竊案，時不時聽到槍擊案，這
些惡性案件使得人們晚上出門都會害
怕。經濟發展必定受影響。麥納菲有
從軍的經歷，又有經商的經驗，懂得
如何發現問題，並謀求解決之道。

麥納菲如果當選，他給出具體藥
方。當地警方的經費是個大難題。要
求聯邦政府多撥點經費，這不現實。
地方政府的警方預算，主要部分來自
本地。面對惡性犯罪，麥納菲認為：

1， 加強警察巡邏。以麥納菲家
門口的街道為例，以前一個星期可以
看見三次警察巡邏。作為老街坊還和
巡警打招呼，互致問候。如今三個月

也沒看見警察過來巡邏。警察也很忙
，要巡邏，還要寫報告。麥納菲認為
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可以招收一些
文員，專職打字寫報告就好。這樣就
可以將受過專業訓練的員警解脫出來
，多些時間對付惡性案件。

2， 在眾議院提出提案，向聯邦
政府爭取一些經費，也是第9選區眾
議員的份內之事。

3， 對於聯邦監獄，也有需要修
法改進的地方。監獄空間不足，致使
假釋的罪犯增多。一部分人一出來就
犯罪，危害社會。抓了放，再抓再放
，這個問題是立法機構的需要重視的
問題。

4， 監獄的地點都選擇在遠離居
民區的地方，犯人家屬要去探望都很
困難。對於犯人的改造來講，是多一
點家人帶來的溫馨好呢，還是一幫罪
犯一起切磋的好？這一點也是立法者
需要考慮和改進的。

總而言之，一個地區的治安情況
好，老百姓安居樂業，經濟會不斷繁
榮。反之，就是惡性循環了。

喬恩喬恩 ••麥納菲準備競選麥納菲準備競選20202020年聯邦眾議員年聯邦眾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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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Nancy Bo】還沒去過日本，卻一直垂涎那精緻
小巧的日式庭院。早就听聞休斯頓downtown最大的街心花園那裡
也有一處日本花園，所以周末帶上孩兒們去那裡先睹為快。

去田間山野中漫步，大娃最是興奮，二娃雖然後來幾次hiking
沒再讓我背著，可偶爾就會跟在後面嘟嘟囔囔小有抱怨，什麼太熱
啦，太髒啦，太累啦，蚊子咬啦。 。 。我和大娃這時就會如清風過
耳，完全裝聽不見的大步向前，逼迫著二娃緊跟著我們完成遠足計
劃。如此慢慢，二娃的體力和耐力也逐漸增強了許多，抱怨少了，
耳根也自然就清淨啦。而這一次我們是來到城中心逛園子，二娃卻
是格外歡喜，望著兩旁的高樓大廈連連發出讚歎，說自己喜歡這些
building，完全不理會我一邊抱怨著沒地方停車，一邊慌手忙腳的在
手機上找停車場。哎，天生的city boy，有些喜好真是無法強求。

終於停妥坐騎，我們開始步行尋找日式花園。其實這一帶公園
頗多，而且各具特色，默契相連，我便順其自然，帶著孩子們邊走
邊玩，一個個的隨性逛過去。

McGovern Centennial Gardens中心的觀景台首先吸引了孩子
們的注意。它由綠色低矮灌木圍繞盤旋而上，中間有一道人工瀑布
奔騰而下，遠看如梯田層層，泉水涔涔。孩子們飛快跑到最頂層擠
在一起玩那道流水。我也順勢登高遠眺偵查了一下地形，隨後，帶
著他們向著日本花園的方向繼續行進。再往前走一大片都屬於Her-
mann Park，熱鬧又漂亮，地面舖的不是石條就是木板，草地也修
剪打理得整齊爽利，毫不擔心會有蛇蟲突然出沒。一路上腳不沾泥
，隨處可坐，渴了餓了我的背包就是他們的移動零食車，熱了附近
有的是人工噴泉湖泊，奔過去玩會兒水頓覺神清氣爽，也不必害怕
會有鱷魚跑出來爭奪地盤。難怪城市男孩二娃會如此喜歡這種類型
的遠足呢。其實這哪裡叫遠足，明明就是逛公園，這種逛法我走一
天也不會累。

溜溜達達終於來到了日本庭園，果然一入園子撲面而來一股東
瀛風味。樹如球，水如碧，沙如雪。錦鯉肥大，烏龜悠然，白鷺翩
翩。松鼠也不怕人，肥嘟嘟的跑到我們跟前，竟然使勁搖著尾巴要

吃的。這個季節雖然櫻花已
落，可整個園子隱隱籠罩在
一股杏子的香氣中，聞香而
尋，並沒有看到什麼杏林花
圃，倒是有一處碎石成河的
風景處，開著好幾叢白色的
花，不是梔子花也並不香，
淡淡點綴著這有些過於素雅
的秋季園林。我正在低頭賞
花，忽然就見花叢那邊躺著
一個人，旁邊山石處有許多
孩子們笑鬧著，他也全然不
顧的只管睡在那裡，也虧得
他會找地兒。大觀園裡有湘
雲醉臥芍藥，這裡卻有壯漢
橫臥瓊花。我悄悄給他拍張
背影，也讓他入了我的詞畫
。日式園林總少不了小橋流
水，竹林亭閣和青石塊舖的
小路，孩子們蹦跳著，探索
著，在這綠樹連陰的精美庭
院裡很是愜意。他們還撿了
一截被修剪丟棄的竹棍作為
戰利品，一路耍著出了園子
。

此時已是驕陽西斜，孩子們還是戀戀不捨，到底又坐上了紅色
觀光小火車圍著諾大的Hermann公園跑了一圈才滿意的答應回家。
鄉下人進趟城也不容易呀，總要讓他們盡興而歸嘛。同樣，俺也要
填詞一闕，以記之【清平樂】～日式花園

秋山未老，
水繞湖心島。

難見東瀛櫻花草，
醉了瓊花也好。
閒坐竹影青青，
紅魚亂入浮萍。
龜鶴相安千歲，
青天日落芳汀。

【清平樂】-日式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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