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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美國經濟每天和每個月都
在努力恢復實力和消費者信心。今天，我們開
始被提醒，我們已經遠離了房屋建造速度創
下紀錄的輝煌時代，因為許多買家購買房屋，
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基于他們
認為房屋會升值的理由進行投機性購買。

8月份的房屋銷售仍然不太理想，這表明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房地產市場仍將拖累經
濟。

除了我作為房地產經紀人的工作，我也
是我父親驕傲的兒子，他比大多數人更直接
地感受到建設放緩帶來的痛苦。我的父母擁
有並經營木材場和五金店。隨著我父親最近
宣布關閉他的第二家庭院，這家家族企業的
日子已經有所好轉。如果市場沒有轉好，我的

生意幾
乎肯定
會被賣
掉，我
的父親
和母親
享受著
他們 40
多年婚

姻生活後應得的
退休生活。然而，
和許多人一樣，
他們絕不是一個
例外，退休計劃
不僅被擱置，而
且已經被忽視，
因為所有的精力
現在都集中在保
持最後的木材場
正常運轉上。這些關係和員工都感受到了關
閉這些門店的痛苦，這也增加了我們在這個
市場上處境的難度，因為這些决定讓我的父
母不得不分擔這個不幸市場的崩潰情况。然
而，他們的信念依然堅定，他們有堅定的决心
，我相信他們會的，因為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
將會復蘇。但最大的問題是，情况何時會好轉
？

建築商們正在與全國數以百萬計的喪失
抵押品贖回權的房屋和陷入困境的房產競爭
。在這些數字大幅下降之前，我們不太可能看
到新建築的大量增加。由于信貸緊縮和有能
力的買家數量眾多，建築商面臨的風險實在
太高了。

美國銀行和美林證券(yahoofinance)的
經濟學家預測，第三季度用于房屋建設和改
建的支出將下降，實際上將整體經濟活動減
少 0.07%。整體而言，我們看到住房建設比
2006年的峰值下降了74%。

是什麼導致了經濟放緩？有幾個原因，是
高失業率，信貸緊縮和房價的巨大不確定性。
今年早些時候，政府稅收抵免給我們帶來了
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我們懷疑這種增長
不會持續下去。通常情况下，是建築行業推動
了經濟的發展，我們都希望這個行業能夠獲
得前進的動力和力量。你知道嗎，他們說，每
建一座房子，就相當于至少一年做3份全職工
作。
（取材美房吧，微信號：meifang8kefu）

新房銷售銳減新房銷售銳減新房銷售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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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說明，本人從事移民服務十多

年，並非房產方面的專業人士。對于房
產相關的專業領域如建築、設計等方面
沒有發言權。但是，在多年的移民行業
生涯中，有機會深入參觀瞭解世界多地
的房產，包括北美、澳洲、歐洲和新加坡
、香港等地的很多樓盤都有親身的實地
考察經歷，也看了很多移民客戶在海外
置業過程中的方方面面。此文提出的建
議僅為個人觀點的分享。

中國人海外置業中常常出現問
題的幾個觀念

一、帶著中國式思維購買海外房
產

這是大多數中國投資者會出現的問題，有些觀點更是被
海外開發商和營銷機構利用，投其所好推出一些措施，往往
會令中國投資者事後後悔莫及！典型的中國式思維包括如下
一些觀念：

1.喜歡買新房，不喜歡二手房
在中國過去十年的大多數城市發生了蓬勃的城市開發

運動，大量老城區被推倒重建；大量新城區從無到有開發出
來，有些也很快發展起來了。因此，在中國購房投資選擇新房
並沒有錯，相反有很多選擇機會並且獲得很好的增值收益。
但是，這只是中國特色！

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早就過了這個階段了，不可能有很
多老城區會推倒重建，也沒有像中國這樣的大量人口進城帶
來的新城區擴展機會。如果堅持買新房，選擇機會會很少，並
且由于新房開發的區域大多數不成熟，未來的保值和增值收
益會比較懸。

當然，任何事情都不絕對，看看當地人的房產市場交易
情况就有數了，大約70%到80%以上的交易來自二手房，只

有很少比例是新房交易。
中國投資者的這個習慣被一些瞭解情况的銷售商在利

用，把在當地市場銷售有難度的新房重點向中國人推銷，效
果很好。

2.接受購買期房、樓花
這是又一個在中國房產市場養成的習慣。這種方式購買

房產最大的問題是風險。包括開發商破產、樓盤爛尾的風險，
以及交房時和預期產生落差的風險。我國的過去十多年總體
房價一直處于上升中，這只是初級階段。一個房市的評判周
期如果用50年為單位，發達國家的城市有數據，但我們國家
還沒有。房價進入明確的下降周期將是爛尾風險大面積集中
爆發的階段，中國的房產投資者至今還沒有切身體會過，因
此對這種風險的預估不夠。

另外一個很大的差異是，在中國如果出現這種情况，大
概政府出于維護穩定的需求會出手救助，但這種情况在西方
國家不太可能出現，他們的政府對于經濟活動的干預力量會
很少很少。請記住：購買期房、樓花意味著你願意承擔以上的
風險！！

西方國家的居民大多數不接受購買期房和樓花的方式，
因此這個階段
的銷售也主要
面向中國人，效
果也不錯。

3. 不 喜 歡 使
用經紀人

房產經紀
行業在我國和
發達國家有巨
大的差異！在發
達國家，一個獲
得執照的房產
經紀人是收入
和社會地位較
高的中產階級；
但是在我國，房
產中介機構的
從業人員卻是
以中低學歷的
年輕外來務工

者為主。
很多中國投資者認為經紀人是一個多餘的環節，不信任

也不尊重經紀人。有些中國投資者會同時聯繫多個經紀人，
利用甲經紀人免費帶看多套房產，最後到乙經紀人那裏成交
。當然，如果購買新房或期房的話就更加不需要經紀人了。這
樣做的結果是，有些城市的持牌經紀人開始拒絕為中國投資
者提供服務，或者只免費帶看一套房產，中國投資者很難獲
得優質專業的經紀人服務，于是一些當地不具備資質的華人
卻看准了這個機會，忽悠中國投資者購買一些報價虛高、地
段差的房產。

其實有一些關鍵性的購買房產的問題一定要先問問自
己：
1）我懂得分辨某個國外城市的地段區域嗎？

我國的城市區域概念比較大，在同一個比較大的片區的
房產地段價格差異並不大；但在國外並非如此，同一個區域
內只隔一條街的同樣建築年代和質量的房產，市場價格卻可
能相差很大，因為街道兩邊的居民構成不一樣。

同樣距離市中心2公里的區域，往南或者往北的房產價
格可能是天壤之別。外國人的居住觀念和中國人不同，傳統
富人區的配套往往讓中國人感覺生活不是很方便。總之，很
多國人用中國的觀點挑選出來的所謂地段好的房產不一定
價值高。將來脫手的話可能只能找其他中國人來接盤，價格
自然受影響。

2）我懂得西方概念的好房產要素嗎？
如果您在海外購置了一套房產，將來轉讓時只有中國投

資者會接手，那麼這套房產的保值能力將大打折扣。很多國
人購入了海外房產後會做一些自以為是的改裝，比如把陽臺
封起來；在院子裏蓋廚房或儲藏室等等。如果您自住當然隨
意，但要是考慮將來轉讓就要多考慮。

西方概念的居住要求更重視享受功能而非實用功能。一
所房產的景觀、設計等因素都是重要的加分。有很多獨立房
產會因為出自著名設計師的設計而明顯價值提高，這些因素
卻往往被中國投資者忽視。

3）我會查詢房產歷史和法律糾紛嗎？
購買二手房產這是必備的工作。一定要由專業的人士幫

助您把這些信息搜集清楚。有一些住宅發生過不太好的事情
，或者是大麻屋，或者還有一些沒有了結的糾紛。這些情况會
極大影響房產價格。有些中國投資者只知道比價格，卻不知
道低價格背後的原因，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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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買方經紀人和賣方
經紀人

在很多西方國家的房
產經紀法規中，買房者可以
自己聘用買方經紀人，負責
為自己選擇到合適的房產
並完成一切相應手續。買方
經紀人只代表買房者的利
益，也只從買房者那裏獲取
傭金。相應的也有賣方經紀
人，如果購房者找了個賣方經紀人，不
要沾沾自喜可以不付傭金，因為經紀人
歸根到底是代表賣方利益的哦。
一些切實可行的海外購房建議：

1.法律法規搞清楚
在任何國家購買房產，第一步就是清楚瞭解該國的相關

法律法規，包括購房資格和購房人身份的對應要求；正規購
房的法定流程和付款規定；購房過程中的稅費及維護房產的
稅費；辦理購房貸款的法規等等。

以上這些說起來很簡單，但實際上每一步都有很多中國
投資者栽跟頭。最著名的包括恒大老闆的悉尼購房案，就是
沒搞清法律法規的慘痛後果。

這個責任理論上是投資者的房產經紀和律師應盡的，但
是很多中國投資者因為種種原因不願意使用這些中介。

2.房產類型要確定
中國人海外購房無非兩個目的，自住或者投資。我建議

在選房之前一定要確定清楚自己的意向是哪一類，因為考察
這兩類房產的重點因素完全不同。不要說兼顧，兼顧往往是
兩頭落空！

自住型房產重點是自己的感受，居住環境；子女上學；生

活習慣等要素的滿足，社區和鄰居
情况也很重要。這個因人而異的因
素太多，不多說了。

投資性房產最重要是考慮出
租收益和升值前景。這其中尤其是
商業類房產比如商鋪、寫字樓、酒
店式公寓等投資選擇特別有挑戰，
坦率的建議是初到一個國外城市
的中國投資者不要輕易去嘗試這
個類型。另外一個重點是在投資前算清楚房產的維護開支，
包括貸款；物業；出租中介費用等等。向老外收房租有時候是
令人頭痛的事情，好的租房中介會幫您把關。

3.隔空買房貓膩多
所謂隔空買房，就是買房者未赴房產所在地進行過實地

考察就下單買房的行為。通常出現在購買期房、樓花等購房
類型中。中國投資者必須要明白，大多數歐美發達國家的購
房者是不接受購買期房；樓花的，而我國因為房地產市場的
發展還不夠完善，也並沒有真正經歷過房地產市場下行的時
期，所以購房者對于購買期房的風險性還認識不夠，接受度
比較高，造成很多海外期房項目樂于到中國來進行推銷。

我深入瞭解過很多在中國開設辦公室進行業務推廣的
海外房產營銷機構和他們的房源，坦率的說，高質量房源非

常少。可以理解的是，如果一個房產項目無論區位；配套；建
築質量；開發商都是很好的，應該在當地就能很快銷售一空，
根本無需投入巨額推廣費用到海外去營銷。當然，這並非一
概而論，隨著中國購房者的崛起壯大，越來越多的國外優質
開發商會直接到中國來進行營銷，也會帶來一些優質樓盤的
。

4.實地考察有必要
我常常問諮詢者一個問題，如果以杭州城的中心點武林

廣場為點，3公里為半徑，向南和向北兩個地區的房價相同嗎
？熟悉杭州房市的人一定會說，差很多。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
國外城市，一個區域的房價，甚至單個房產的價值，都會因為
各種因素的影響而相差很大。有時候甚至一街之隔，卻是截
然不同兩個居住氛圍，房價相差甚遠！

作為一名外國投資者，我實在無法贊同連實地考察都不
做就决定下單購房的行為。這其實是海外購房必須承擔的一
個職責。我自己在海外買房之前就實地考察過2次，看過的同
類型房產不下15套，最終選定了自己的房子。

5.可靠經紀最省心
是的，選擇一個可靠的房產經紀人是最好的方式。作為

一個專業人士，很多國家的法律對房產經紀人有嚴格的考核
和行為限定，這一點和我國房產經紀行業的狀况有很大差異
。

選擇一個可靠，值得信任，文化和溝通相同的專業當地
房產經紀是成功海外購房的最佳途徑。我本人的海外購房也
是依賴優秀購房經紀的服務而達成的，對大多數中國投資者
而言，這也是最靠譜的方式了。

我自己的海外購房規則：
不會考慮期房、樓花，慎重考慮新房；
如果一個國家對于購房者的身份有限定；只允許本地居民購
買的那種類型的房產基本上比較好（這一點和我國不同，我
國是外銷房、出口產品質量最高；大多數發達國家卻恰恰相
反，本地人不太認可的房產可以讓外國人來買）；
一定從頭到尾儘量用一個經紀，願意使用買方經紀人。

以上建議，來自實踐，發于至誠，僅供參考。祝您海外購
房之路順利！(取材美房吧)

I/房地產專日/191022A 簡 下 房地產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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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買
房

海
外
買
房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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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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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豪華寬敞大洋房，5房6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大庭園。僅售$998,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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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00.

3.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僅售$398,000立即入住., 

4.Rice Millitary,  現代化3層樓洋房，新穎美觀。3房, 3.5浴, 2車庫 僅售 $470,000.

5.Katy North, 近 I-10, Hwy 6. 三房二浴平房, 一公畝大土地, 可養馬, 享受田園生活。僅售 $3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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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2019年11月18日       Monday, November 18, 2019
I/房地產專日/191026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一、美國買房可以自己操作嗎？
在美國買房的整個交易過程中是不可能自己全部操作

的。按照美國現在的房產制度，在買房交易中，房產經紀
人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經紀人在買房的整個過程中，擔任
多種重要的角色。

美國房產經紀人有著嚴格的管理體系：首先，所有房
產經紀人都必須持有美國政府頒發的經紀人資格證書，持
證上崗，否則他們無法從開發商獲得房屋代理權。其次，
房產經紀人除了能為買家提供更多的房產信息、幫助買家
找到理想的房屋、完成買房交易這些基本要求外，還需掌
握良好的談判技巧，參與第三方談判，並為買家提出合適
的買房意見。

二、海外人士在美國買房後的法律權利
能否得到保護？

海外投資者在美國的財產完全受到同當地人士一樣的

法律保護。在美國買房時，整個交易過程中，有許多
的第三方機構來協助買賣房屋的進程，有估價公司、
房屋檢查公司、公證公司、銀行、以及經紀人，產權
保險公司等等。每一個機構都在買賣過程中發揮自己
的功能，保證房屋買賣的公平和合理，使房地產行業
能夠公平、透明、健康、蓬勃的發展。

三、海外人士投資及購買美國房地產
是否有數量限制？

美國對全球購房者無任何限制，是全世界最開放
、最自由的投資市場之一。根據美國相關的規定，海
外人士投資及購買本地房產的數量也沒有限制。

四、在美國買房如何確保交易安全？
在房產買賣過程中，買家最關注 2 大問題：產權

和資金的安全。如果出現產權是偽造的、產權登記時
發生錯誤、房屋被他人侵占等情況，那麼買房將捲入無止
境的糾紛當中；而若遇上不法經紀人帶著交易資金逃跑，
買方更是要白白遭受巨大的損失。

美國的房產市場和交易過程都是透明化的，為應對這
兩個重大問題，由辦理房產業務的律師發展而成產權保險
公司（Title Company）應運而生。他們為購房者提供產權
調查、產權保險、資金監管、過戶登記等服務，貼身保障
購房者的權益。如果真的遇到麻煩，最差的結果也能把交
易資金拿回來，最大程度保護了用戶權益。

五、辦理美國房產過戶手續需要本人
到場嗎？

在美國，甚至大部分海外國家，都沒有類似房產交易
中心的機構，其買房交易更多是由雙方通過經紀人協商完
成，且不需買賣雙方同時在場。

在美國西部，一般來說都是由第三方 —— 產權公司

（Title Company）來持有資金，簽署產權轉讓書，全權安
排產權的轉移。所以買賣雙方都不用同時在場，由產權公
司全權操作。而在美國東部，一般來說產權轉移的過程是
在一個稱作 「結算公司」 （Settlement Company）的地方
進行的，買賣雙方（大多數時候也包括其經紀人）都集聚
一堂，由律師或是結算代理主持， 支付款項簽署產權轉讓
書，最後前去政府進行產權登記。當然，若買方確實無法
出席，也可以委托其經紀人或律師代理，代表他們簽字，
完成過戶的流程以及審核。

六、什麼是過戶日（Closing Date）？
過戶日（Closing Date）是在買賣雙方達成協議時，在

合同中便事先約定好的過戶日期。當然，如果雙方都同意
，也可以在這個日期之前過戶。一般來說在過戶日需要完
成以下 4 點：

1. 在過戶日之前或當日，買方將會支付款項（通常是
支票或者電匯）

2. 賣方與買方簽署產權轉讓書合同，將房屋鑰匙轉交
給買方

3. 產權公司或者律師、公證人員前往當地政府辦公室
登記注冊

4. 賣方收到扣除過戶費用及貸款餘額後的款項

七、美國房地產的產權年期是如何
規定的？

美國的房產產權是永久產權，不僅可以作為投資也可
以世代的傳承延續下去。在美國《物權法》第149條中規
定,住宅性建設用地在使用權限期間屆滿時，自動續期。憲
法明文規定個人財產至高無上。作為個人財產的土地和房
產就沒有什麼年限問題， 只需要每年繳納一定的財產稅費
就可以。(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買房你想問的那些問題都幫你總結好了美國買房你想問的那些問題都幫你總結好了！！

其中第一名就是許多人最愛的喬氏超市（Trader 「地
段」 是買房子重要的考慮，美國地產商最近發現，如果人
們買房子離超市越近，房價越高越保值。其中第一名就是
許多人最愛的喬氏超市（Trader Joe's），平均投資回報率
高達51％。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地段、地段、地
段）是投資房產的不二法門。根據《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報導，現在 「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 可能可以改稱 「Trader Joe's，Trader Joe's，
Trader Joe’s」 了。

房地產公司針對1859個郵遞區域，從2014年至2019年
平均房價、當前的房屋淨值、賣家利潤和房屋翻轉率分析
，報告結果相當實在。調查發現，如果你的房子離Trader
Joe's越近，那麼你的房子可能比其他雜貨連鎖店更有價值
。

其中第一名Trader Joe's鄰近房屋的平均投資回報率為

51％，比第二名 Whole Foods 超市
（41％）、第三名Aldi超市（34％）
還高出許多。

房地產分析產品總監James表示
，你居住的地方可能會影響你的房地
產，理想的地點可以預測房屋價值，
如交通、購物便利時，房價也會因與
「這些條件」 的距離影響， 「我們的

研究顯示，在都會區，能夠方便搭乘
公共交通運輸的地點對房價更有利，
不過如果靠近餐廳、咖啡店、雜貨店
，不論在都會區或郊區，同樣都有保
值、增值機會。」 因此無論您房地產
的計劃是什麼，地點永遠深深影響房
產價值。

(文章來源：美房吧)

住離超市越近住離超市越近，，房子售價越高房子售價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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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給房屋維修美容
一個房子到底好不好，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如果你的

房子破舊不堪、雜草叢生、地面滿是污漬、墻上都是塗鴉
、充滿了煙味或是寵物的糞便味......相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賣出好價錢的。

所以賣房前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為房屋維修美容。刷
墻、洗地毯、修剪雜草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以外，你還可
以換掉一些小的五金器件，例如水龍頭、門把手、燈具、
插座等，不需要花太多的錢，但立刻會讓你的房子整體感
覺高出一個檔次。一些考究的賣家會請房屋軟裝公司來為
房子包裝，擺上一些好看的家具和裝飾品，讓整個房屋看
上去高大上，價格當然也就蹭蹭蹭地上去了。

02 選擇一個賣房的好時機
根據美國房產經紀人協會官網realtor.com的數據顯示

，冬天人們的購買欲望會減弱，並且人們會把一部分錢用
于社交活動上(例如聖誕節、新年)，所以花在購房上的預算
就少了很多。因此，相較于夏天，冬天賣房的話，房屋會
在交易市場上滯留更長的時間，並且價格也會被壓低。如
果你想要儘快賣房並賣出好價錢的話，夏天是最好的時機
，記得抓牢！

03 控制好你的情緒
每個人對自己的家一定都是非常喜歡和眷戀的，但一

旦你想要賣掉它，就必須把自己放在商人的位置，而不是
它的主人，這會使你看上去更加親切且寬容。而一旦你投
入太多的個人情緒，就會對客戶提出的種種不滿和要求感
到憤怒，這對于賣出高價百害而無一利。

04 請一個好的攝影師和軟裝設計師
很多買家都會在看房前在網絡上找房並瀏覽房屋照片

，如果你請一個好的攝影師，拍攝一些漂亮的照片放在網
上，絕對會吸引大量的買家。有的房子可能本身很好，但
照片效果非常差，買家可能看一眼就直接略過了，非常可

惜。
好的照片應該儘量選擇白天在充足光線下拍攝，

展示出家裏最美的一面，帶上一些花園中的樹木花草
，廣角鏡頭是個不錯的選擇，當然，360度全景照或
視頻會進一步增加買家的好感度。

05 Open House時主人儘量不要出
現

買家來看房時，如果主人不在家就會比較放鬆自
由，但如果主人隨時跟在旁邊，則會讓買家非常拘束
尷尬，匆匆看一下就走了，而草率地看房是非常不利
于達成交易的。所以，Open House時，主人儘量不
要出現在房子裏，給買家一個舒適的看房環境會更好
。

06 收起雜物、保持清潔
Open House時，一定要注意保持房屋的乾淨整

潔，千萬不要堆放太多的雜物，這會讓買家的體驗感非常
差。還要注意的是，衣帽間也是買家最常看的一個地方，
放上幾件衣服做擺設即可，切記不要把衣服堆成小山。

07 合理定價
定價的合理與否直接關係到交易是否成功。所以在開

價時，要先瞭解附近房屋的市場價格，千萬不能因為覺得
自己房屋條件好而獅子大開口，如果這個時候，附近有相
似的房屋出售，而價格比你低，那就很有可能把買家引到
別人那裏去了。

08 價格把戲
相信很多人都熟悉超市的定價法則：$4.99會比$5更容

易被接受。但在房屋買賣上，太多的9(例如$699,999)不僅
不會讓人覺得便宜，反而會引起人們的反感，$699,000會
顯得可愛很多。

09 在適當的時機接受offer

房屋並不是在市場上待得越久價格就會越高，據統計
，新挂牌上市的房屋，看房最多的時間是前兩個月，一旦
錯過，不僅看房人數會大減，價格也會越來越低。所以，
在兩個月內，如果有滿意的offer，一定不要猶豫，第一時
間接受。要知道，你耽擱半年，就要多付半年的地稅和各
種費用，算到最後其實得不償失。

10 選擇一個靠譜的房地產經紀人
每一個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找到一個靠譜的房

產經紀人就意味著你的賣房大計成功了一大半。因為一個
經驗豐富的房產經紀人可以幫助你定價、為你把房屋包裝
至最佳狀態、為你打理Open House事宜、為你挑選最好
的offer、為你擬定賣房合同等各種問題。特別適合想要將
房子快速賣出高價的人。

對于每一個人，不管你是在美生活多年，還是剛到美
國不久，美國的房屋買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涉及到
各種例如銀行、合同、定價、Open House等事宜，這個時
候，一位資深專業且具有強烈責任心的經紀人就至關重要
了。(文章來源：美房吧)

賣房時注意這賣房時注意這1010個細節個細節，，賣出好價格賣出好價格！！

政府計劃歸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私人所有權，並降低
納稅人的風險。同時將保留購房者獲得30年期固定利率抵
押貸款的選項，前者也是一般人買房融資的主要方式。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公司在房
地產市場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它們擔保了美國10萬億美元
住房貸款的一半以上。

在美國，個人向銀行等放貸機構申請住房抵押貸款，
放貸機構再將住房抵押貸款作為一種資產“賣給”房利美
和房地美等機構。

後者將各種住房抵押貸款打包成“資產支持證券”，
經由標準普爾等評級公司評級，然後再出售給保險公司、
養老金、對沖基金等投資者。

將政府資助的企業（GSE）從接管中鬆綁，是特朗普
政府的長期目標。

財政部的這項住房改革計劃將包括保護美國納稅人；
保留30年的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幫助努力工作的美國人
實現買房的目標。”

財政部長Steven Mnuchin在聲明中表示，“有效和高
效的聯邦住房貸款體系將對持續的經濟增長作出有意義的
貢獻。”

接下來買房，受到哪些影響？
1. 30年固定利率貸款不變。
2. 6、7月低利率令住房銷售上升。
3. 房源供應面臨緊張。
由于抵押貸款利率下降和勞動力市場強勁，7月份美

國房屋銷售增長超過預期，美聯儲降低利率的舉措有助于
刺激國內經濟。

儘管全球經濟放緩帶來阻力，但美國房地產市場仍在

走強。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表示，上月房屋銷售增長

2.5%，經季節性調整後為542萬套。6月份的銷售速度從之
前報告的527萬套略微上調至529萬套。

隨著利率下降，首次購房者將面臨房源供應不足。
根據抵押貸款融資機構房地美（Freddie Mac）的數據

，7月份30年期固定抵押貸款利率從去年11月份的7年高
點4.94%下降至今年7月份的3.77%。

8月15日當周平均利率下降至3.6%，由于擔心經濟疲
軟，美聯儲預計將在9月份進一步降息，因此利率可能進
一步下降。

利率降低使很多無能力購屋的群體，加入了購屋的行
列，這是房地產很大的長期利好消息。(文章來源：美房吧)

20192019年美國財政部宣布年美國財政部宣布1111年來住房新政年來住房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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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人的真實生活美國華人的真實生活 ((上上))
真心奉勸你，美國真的不是天堂，如果你是

中產階級，有良好的生活條件，不能接受從零開
始的生活，你最好還是在國內呆著。下面的敘述
是華人在美國的真實生活寫照，是老移民的影
子，新移民的未來，也許一定會充滿心酸和淚水
！
蝸居的華人家庭

來美國的時候,就聽到過這樣一個順口溜:
來美第一年,是豪言壯語;
第二年,是寡言少語;
第三年,是自言自語;
第四年,是胡言亂語.
這樣的順口溜不無道理,第一年來美,為什麼

會豪言壯語嗎?
就是因為不瞭解,以為這裡是天堂,這裡很多

機會。但卻忘了<<北京人在紐約>>中開場的另
一句話:\"如果你恨一個人,就帶她去紐約,那裡
是地獄.\"美國工作沒有那麼好找，文憑學歷不
能當飯吃，初來能到華人餐館打工就算不錯的
了。加微信華人生活網，當滿懷激情在餐廳的盤
碗和菜刀油鍋中消退的時候,自然變的寡言少語
,思考著生活難道就是這樣嗎?難道每天的生活
就是上班下班,炒菜收盤子嗎?何時是個頭呢?

自言自語中,除了抱怨,就是後悔,想當年,憶當
初,悔如今。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如果回去的
話,肯定會好好做好以前的工作,\"\"還是國內的
生活好"。"早知道這樣,我才不來美國呢?" 美國
的生活是單調的,餐廳生活的人是脫節的，更是
單調的。原本在國內把酒言歡的場景只能在自
言自語中回味了，都將做為過去了。

胡言亂語的時候多了,而且越來越多了.不是

瘋了,而是一種排解,一種疏放,更是一種無奈了.
好多人背負的出國債務，也許在4年後還清了,
但回頭一看,摸著自己的口袋依然空空如也,原
來自己什麼都沒有了,青春流逝了4年,身體卻流
矢了10年.而很多卻還沒有找到一個家.變的麻

木的人啊!卻只能胡言中調侃,亂語中自嘲了。
慢慢地你發現中國式的思維和聰明，往往四

處碰壁，成為別人的笑料！見面給別人遞煙，很
少有人接手，呼朋喚友請客吃飯，走後門，更是
行不通。拉關係，投機取巧，走捷徑，似乎都是瞎
子點燈白費蠟。連走路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對別人拍拍胸脯說：我認識某某某，誰誰
誰，這事情肯定能辦成，在美國會成為一個笑柄
！

精神上承受巨大的壓力，受不了意想不到的
反差，導致崩潰。

由於缺乏美國經驗，新移民往往成為被歧視
的對象，拿最低的報酬，幹最累的活，被美國社
會壓在最底層。社會地位如同中國的農民或者
農民工。

陳明東在美國日子混的不如意，過去有在中
餐館打工，但經常失業。美國華人滅門慘案殺人
只因眼紅表哥家幸福，這樣的案件在美國經常
發生。

如果你不想回到原來的國家，唯一的辦法就
是堅持。堅持不是很容易，特別是對那些英語不
靈光的中國人，更是要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能來
美國的人，在中國不說都是精英，起碼都是有頭
有臉的人物，大部分人是坐辦公室的，在國內也
都有一些小能耐。但是來美國，你發現自己什麼
都不是了，成為一個純粹的體力勞動者，好在美
國並不歧視勞動人民，不管你通過什麼方式掙
錢生活，都會得到別人的尊敬！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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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異國他鄉，首要問題是生存，所以你必需放下架子。儘快地
找到工作，由於剛來美國，大部分人沒有身份，也沒有工卡，在申
請合法身份的過程中，只能打黑工了。餐館，裝修，保姆，甚至農
場成為首選。都是些美國人不願意幹的工作。

餐館工作，每天工作長
達12個小時，一般都是早
上9點到晚上9點，工作中
除了吃飯十幾分鐘是不
能休息的。時間太難熬。
裝修工作勞動強度太大，
刷房子，釘木板，鋪地磚，
換屋頂，沒有一樣是輕鬆
的。許多女性幹保姆管家
，經常受氣，被人訓斥，沒
有自尊。而且給錢少得可
憐。

由於沒有工作經驗，剛
開始炒魷魚成為家常便
飯，有時候受不了雇主，
自己主動辭職，叫炒老闆
。

奔著一張綠卡，也看在
美元的份上，再苦再累也
心甘情願

3 年過去了，情況有所
改善，有百分之50的人拿
到了綠卡和工卡，搖身一
變成為美國合法居民，百
分之50人的移民申請，由
於各種因素被美國移民

局拒絕，這些人大部分請律師，開始與身份被拒絕抗爭，也就是
上法庭控告美國政府的不公平，這是一個費錢費時的過程，經過
不斷的判決和上訴，時間長達幾年，甚至十幾年。只要你堅持到

底，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最終贏的
幾率是百分之八十。

在上法庭的過程中，這些人的身
份是合法的，可以有工卡，一部分人
打了幾年工，掙了不少的錢，打道回
府，回國創業。一部分人堅持把官司
打到底。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有綠卡的華人，日子會好過的多
了，找工作的自由度也大的多，可以
在一些美國人的大公司上班，薪水
領的多，還輕鬆，也受美國的法律保
護，有醫療保險，報稅，加班必須給
加班費，薪水不能低於法定標準，有

帶薪年假，退休賬戶。這在以前是不可能有的！
也有一部分華人選擇自己創業，用中國人特有的聰明智慧和

勤勞精神，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大山裡挖掘財富。創業的華人
大部分幹與中國有關係的生意，由於對中國文化的熟悉，懂得中
國人的行事風格，在這方面勝過老美，具有競爭優勢。像國際貿
易，旅行社，中文學校，武術館，中美婚介，留學生服務，裝修公司
，中餐館等，都是華人容易入門的行業。有少部分人創業獲得了
成功，成為行業的顯耀人物，其他人處於雖不是很富有，但也過
的去的狀況。

生活逐步走上了軌道，家屬也都陸續來美國團聚，這時候想回
國看看年邁的父母，才發現自己的中國護照有了問題，按照中國
的規定，綠卡族回國必須要出示中國護照，而回美國只需要綠卡
就行。加微信華人生活網，急忙趕去中國駐美國領事館辦護照，
這時候你才發現辦護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求你打電話
給中國有關部門，蓋一些很難蓋得章子，還要求你填一些讓人為
難的表格。而且無期限的等待。去一次不行，再去一次還是不行，
去了無數次依然不行。一年又一年過去了，被海外華人稱之為

“紅本”的中國護照，還是沒辦下來。這也許是全世界最難辦的證
件了！

拿美國的證件，可以去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為什麼唯獨回不
了中國？
中國人回自己的國家，為什麼這麼難啊？

有的人沒辦法選擇偷渡，是偷渡回到自己的祖國，先從美國坐
飛機到越南，再從越南偷越國境回中國。有的人本事更大，直接
坐飛機到北京，買通了北京機場的工作人員，從工作人員通道闖
過中國海關。

有的人乾脆加入美國籍，可是當你拿著美國護照興沖沖地來
到中國大使館辦簽證時，被告知依然要出示中國護照，這個時候
，你才知道即便自己成了外國人，中國護照這個緊箍咒還戴在頭
上無解。

在美國的華人第一代被稱為“犧牲的一代”，犧牲了自己應有
的享受而換取家人的幸福。第二代華人在美國讀書上大學，有的
甚至上高中，他們憑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在美國社會如魚得水，
左右逢源，不會再過父母輩的苦日子。

有人問，華人在美國會不會被民族歧視？我說，絕對不會。如今
美國各行各業都有華人的影子，包括國會議員，各級政府部門，
甚至聯邦政府部長都有中國人，在美國遇到最多的歧視恐怕是
老移民歧視新移民，中國人歧視中國人。

華人已經是美國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看看美國個州的
中國城，唐人街，有的地方滿街都是華人，讓人分不清到底是美
國還是中國。

親~移民美國，你要做好心理準備，美國真不是天堂！

美國華人的真實生活美國華人的真實生活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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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美國七大Shopping Mall！

【來源:網路】
對女人來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除

了睡覺和吃飯，就是買買買！到底美國
有多少“女人的天堂”，除了購物，這些
商場還有什麼樣的特色和購物體驗，
今天走進美國 CheerinUS.com 小編就
帶大家見識其中的七家Shopping Mall
！
NO.1 Mall of America （MOA)
地點：Bloomington, Minnesota
MOA 最早開始於 1992 年，創新革命
性的購物體驗使它逐漸成長為零售，
娛樂以及旅遊產業的龍頭。MOA也是
來美國旅遊的首選購物地之一。MOA
之所以在美國地區享有盛譽，是因為
懂得如何取悅顧客，給顧客帶來愉悅
的購物體驗。例如音樂藝術，名人簽售
會和時尚服裝秀等等,還有許多可供遊
客玩耍的嘉年華娛樂設施。MOA也被
很多媒體選擇為舉辦活動的場地，例
如美國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
旅遊頻道等。每年舉辦超過400場盛會
，這個商場也是粉絲可以見到明星和
與明星互動的最佳場所。
NO.2 King of Prussia Mall
King of Prussia Mall集合了400多家商

店，包括 Nordstrom，Macy‘s，Neiman
Marcus，Bloomingdale’s，Lord&Taylor
等。是該地區無與倫比的奢侈品零售
集合地，也是全國範圍最具標誌性的
商場之一。在這裡，將會提供適合不同
品味，適合每一個經濟階層的商品。從
奢侈品到你喜愛的國內或者國際大品
牌零售商一應俱全。最值得一提的是，
在三個不同的用餐提供來自全世界的
餐食選擇。來到這裡，除了可以找到適
合自己的衣服外，也可以找到適合自
己口味的午餐。
地點：King of Prussia, Pennsylvania
NO.3 South Coast Plaza
地址：Costa Mesa, California
South Coast Plaza 是一家奢侈品，精品
商場，同時提供私人購物嚮導和高檔
的室內設施。而且世界上最美的海灘
度假勝地就在附近。South Coast Plaza
以不可比擬的國際零售商數目和餐飲
大獎而享譽盛名。在加州度假的人們，
不妨看完風景去享受South Coast Plaza
所提供的奢侈享受。另外，在今年暑期
6 月24 日到八月18 日期間，兵馬俑會
在商場的 JEWEL Court 進行展示，人
在加州卻沒有去過西安的小夥伴們，

不要錯過哦~
NO.4 Del Amo Fashion Center
地址：Torrance, California
Del Amo Fashion Center環繞著海岸
別致生活風情，是南部灣區最主要
的零售集合地。商場強調採用充足
自然光，加之精美的建築設計，附有
生命的“綠色牆壁”，兩旁美麗的棕
櫚樹等等，將Del Amo Fashion Cen-
ter 變成南加州人民的最愛。這裡有
超過 200 間商家，包括 Kate Spade
New York, Hugo Boss, Brook’s
Brothers, Z Gallerie 和 Vince Camuto
。除了著名的商場例如Nordstrom和
Macy’s 的全新入駐，這裡還有具有
特色的室外 Village。在這裡，總有一
點屬於你！
地址：Torrance, California
NO.5 Destiny USA
不僅僅是購物，Destiny USA也是紐
約州最大的餐飲和娛樂中心。Desti-
ny USA綜合了最受喜愛的購物商場
和奧特萊斯工廠店，提供三折到七
折不等的折扣優惠。室內購物，全年
保持最適宜溫度。Destiny USA提供
超過十二種不同的娛樂設施適合每
一個年齡層的兒童和成年人。娛樂
設施包括，賽車，攀岩，迷宮，高爾夫
，還 有 IMAX 電 影。而 且！Destiny

USA 晚上將轉變為夜場，讓你盡享夜
生活。當然如果你想放輕鬆，坐下來，
聽聽音樂，也有這樣的場地等著你。
地址：Syracuse, New York
NO.6 Ala Moana Center
Ala Moana Center 是世界上最大的室
外購物中心，也是夏威夷最主要的購
物，娛樂及餐飲勝地。這裡有超過290
間商店，包括近 70 種餐飲選擇。Ala
Moana Center 最有特點是，除了國內
知名零售商以外。這裡面有許多多樣
不同的小商店，例如當地人自營的精
品店等等。而且，不同於購物中心，這
裡充斥著夏威夷島嶼風情和文化。
地址：Honolulu, Hawaii
NO.7 Tysons Corner Center
Tysons Corner Center大型購物中心是
最早的一批華盛頓地區室內購物中心
，也是該地區最大的購物中心之一。購
物中心內擁有超過290家商店以及百
貨 公 司 Nordstrom,Bloomingdale 和
Lord and Taylor。從高級時裝服飾到日
常家居用品都可以在這裡選購。每一
件事物都是世界級的，不論是購物還
是餐飲。這裡日常舉辦的藝術活動詮

釋了現代生活與公共藝術的完美結合
。此外，Tysons Corner Center大型購物
中心內還有電影院，賓館，多家餐廳。
地址：McLean, Virginia
下次去到這些州旅遊時，不妨去當地

的shopping mall看一看。雖說購物場所
大同小異，但是每個商場都努力營造
一種獨特的購物體驗。當你親自走到
shopping mall裡購物吃飯的時候，看看
你會體驗到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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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國夢 移工想變移民
因為美國發展條件相較其他國

家優，各種人才總想往裏擠，也因
非法移民特別多，讓它的移民政策
特別難、特別敏感、特別復雜。國內
左派和右翼人士立場也南轅北轍，
看法極端。

不管政策向左或向右，一般人
談到移民，直覺反應還是想到美國
！隨著全球化深化影響，美國算是
引進大量移工的地區，也讓它的移
民政策成為受到高度關註的政治、
社會議題。

這個素來有民族熔爐（melting
pot）之稱的國家，雖因經濟情況不
同，移民政策時緊時縮，但大體而
言，每年約可容納近百萬來自世界
各國的移民。融合各種種族、族群，
包容各種語言、風俗習慣，讓立國
200餘年的美國依舊是大家心中的
夢！

移民政策復雜左右派人
士立場迥異

過去 20 年來，中南美洲方面，
尤其是墨西哥裔，持續不斷大量湧
入美國；亞洲部分，除了香港、臺灣
、韓國之外，中國大陸、印度是最大
宗；北方的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移民
美國人數也很可觀。

再往前推，英國、愛爾蘭、澳洲、
德國、義大利、希臘、波蘭等國家，
都是構成今日美國族群很重要來
源。

也就因為美國的發展條件相較
其他國家優，各種人才總想往裏擠
，也因非法移民特別多，讓它的移
民政策特別難、特別敏感、特別復
雜。左派人士認為基於人道主義及
世界和平，對尋求庇護及非法移民
者較為同情，但右翼人士斥為荒唐
！立場南轅北轍，看法極端。

過去數年，雖然媒體經常提到
「美國夢」不再，但各種移民方式，
包括婚姻、投資、職業或專業人士
等的簽證排期依舊滿檔。

就拿臺灣留學生學成後最常
采取的辦法之壹，先找到雇主，拿
到勞工紙，再申請工作簽證為例，
光想拿到H1簽證都不是容易的事
。

移民工作簽證裏，又以下列三
類最多，包括屬於跨國經理人、傑
出人才的EB1；本科生（大學）以上、

碩士學位的 EB2；以及本科或以下
所謂的低階勞工的EB3。

從工作移民簽證排期可以清楚
看出美國吸引全球各地移民的魅
力所在。今年 4 月 1 日開放申請工
作移民簽證（H1），17萬多人提出申
請，不到壹周時間，8萬5000名額即
告壹空。

向往自由自在氛圍申請
工作簽證以中印人最多

在美執業長達近30年的移民
律師談天行觀察，最近 10 餘年，申
請工作簽證最大宗當屬中國大陸
及印度，其中以數理、科技、電腦人
才偏多。

談天行分析，照理大陸經濟好，
人不該往外跑，臺灣經濟表現較差
，理應有人想出外打拼。但實際情
況卻相反，大陸人前仆後繼出來，
反倒臺灣人出來的不多。

探究原因，不外乎包括追求較
好的生活環境、給予子女更好的教
育，以及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兼具包
容又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圍。他說，
這種氛圍就是吸引力所在！

對中國大陸移民潮而言，美國
的開放社會、較為公平及公正的制
度、良好的自然環境以及讓人安居
樂業的安全感，更遠遠超過大陸快
速增長的經濟動能更來得迷人。

來自天津的美國執業律師湯學
武認為，盡管「美國夢」或許有些褪
色，但每年各種移民名額，仍難以
滿足各方需求。事實上，不管就經
濟動能、軍事力量或社會穩定等各
方面條件，「美國夢依舊難以被取
代」。
時代不同移工或移民政
策隨之改變

另外，2001 年 911 前後，美國
主管移民的單位做了些許改變，以
往移民簽證由「美國移民與歸化局
」（簡稱 INS）負責審理，但 911 後，
美國會在2003 年3月1日將移民局
壹分為三，納入國安部，分為「公民
與移民服務局」（BCIS）、「海關及邊
界保護局」（BCBP）以及「移民及海
關執法局」（BICE)等三個機構。美
國雖基於國家整體安全考量進行
組織重整，惟移民申請業務並無多

大變化。
美國教育界近幾年 興起壹股

「STEM」教育熱潮。STEM 代表科
學、科 技、工 程 及 數 學（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
，簡稱STEM），連帶使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等四種人才大為美國所
愛。同時為了振興疲軟的經濟，更
歡迎投資移民。投資 50 萬美元，聘
用10人，就可買到競逐美國夢門票
。
美國過往曾因經濟情勢不同，失業
率高漲，數度緊縮移民數額，但移
民畢竟可以滿足或遞補美國整體
社會某些領域人力不足之憾。加上
，移工或移民帶來的購屋、汽車、保
險、消費及教育等各種支出，也替
美國創造不少的經濟效益，利大於
弊。

不管移工或伴隨而來的移民，
在美國不僅是社會議題，更是政治
議題，也涉及經濟議題，時代不同，
考量也就不盡相同。

要休產假要休產假，，還想帶薪還想帶薪？！？！看看美國的看看美國的
媽媽們的命運如何媽媽們的命運如何

[來源:觀察者網]
在本文陳述之前，讓我們一改常規

先來做個測驗題吧：
請猜猜以下哪些國家沒有法定的帶薪產假？
選項包括：1.Mongolia（蒙古國）,2. Chad（乍得，非
洲小國）, 3.Mali（馬裡，西非小國）, 4.Cuba（古巴）
， 5.United States（美 國），6.China（中 國），7.
France (法國），8. Germany (德國）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
美國
選對了嗎？

美國竟然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法定帶薪
產假的高收入水平國家！

是的，就像下面這位媽媽一樣，每年有無數
美國母親被迫離開還未滿月的嬰兒
回到辦公室難以置信吧？！
本以為越是富裕的國家應該福利越好才是！
關於美國帶薪產假的現狀，有9件事你需要瞭解
：
一、美國各州自定規則：
長久以來，雖然美國一直強調家庭，但在確保工
薪家庭的福利方面，卻一直落後其他發達國家，
甚至遭到人權組織批評。
以上是BBC帶薪產假調查，被標紅的國家屈指
可數世界上，其他發達國家已經遠遠走在美國前
面：加拿大35周，德國44周，挪威70周，甚至連

沙特阿拉伯都有10周帶薪產假。
美國聯邦法律並未對帶薪休假作出規定，而

目前只有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羅德島州提
供類似帶薪休假，不過加州和新澤西只放6周假
，羅德島只放4周。當地時間3月31日，美國紐約
州也通過了法案，准許家中有新生兒或者有病患
需照顧的職工享受至多12周的帶薪休假，職工
涵蓋男女、包括全職兼職。
二、產假如同虛設

各位雇主只用按各州立法及勞動合同照章
辦事。除了像矽谷那些“財大氣粗”的公司能為員
工提供非常慷慨的帶薪假期，全美範圍內，只有
12%的職工享有帶薪休 假，而且分佈不均。收入
最低的25%的勞動力中，只有5%的人享有帶薪休
假，而收入最高的10%中，有22%的人可以享受帶
薪休假。

於是很多媽媽不得不帶著孩子工作：
OH, REALLY?!辛苦一天回到家感到和BABY相
處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然而，如果一個女性在產後太快回到工作崗
位，對她自身及寶寶的健康也會有所傷害。她會
沒有太多的時間跟寶寶在一起，加重她的產後抑
鬱情況，對她的餵奶也會帶來很多不方便，寶寶
吃不好奶會對日後身體發育造成很大不良影響。
三、更多女性為此放棄工作機會

根據研究顯示，很多女性因為拿不到帶薪產

假，他們中的很多人會就此辭掉工作，
從而失去一部分家庭收入。根據 2014
年紐約時代週刊對部分 25 歲到 54 歲
的不工作者的採訪，61%的女性表示她
們放棄的工作的原因主要出於家庭責
任。
四、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FMLA）並沒
有幫助到很多人

事實上，家庭醫療和休假法案只照
顧了59%的美國員工。因為這個法案例
出的12周無薪保職產假只針對每年為
50人及以上的中大型公司工作1250小
時的女性。而大約五分之二的女性都
不符合這個條件。

而且根據勞工部的數據，很多人即
便符合條件，也不願意休這樣的產假。
五、現有的產假政策也加劇了貧富差
距因為產假只是部分私有公司作為員
工福利提供的，與政府無關，所以很多
低收入者就直接被排除在外了。這就
讓照顧小孩，陪伴他們成長成為了一
件奢侈的事。即便是家庭醫療和休假
法案提供的無薪產假，也有40%的人無
法享用。
六、產假政策需要包含更多情況

目前已有78個國家提供帶薪產假
的政策，但即便如此，很多國家政策的
受眾者卻不包含領養父母。同時，彭博
商業週刊發現，對部分男性也提供產
假可以大大增加年輕女性的受雇率。

在加州，就有26%的男性休產假。
七、良好的帶薪產假政策可以給家庭和公司帶來
諸多好處：

首先，帶薪休假有利公司商業環境。根據
2011年加州中心經濟政策研究報告顯示，在加州
實行帶薪產假後，有91%的商業人士都表示這對
盈利有積極的作用。經濟學家們發現，當公司提
供帶薪產假後，員工會選擇休假，而不是直接辭
掉工作，這對公司的整個商業環境是有利的。
媽媽們安心度過帶薪產假，將大大有利於嬰兒的
早期培育和身心健康，並讓女性有時間為產後重
新上崗做好準備。
八、美國科技巨頭們都有很好的產假政策

自從2007年，谷歌公司將帶薪產假從12周
延長到了18周，新手媽媽們辭工的情況減少了
一半。谷歌表示，他們現在同樣也提供12周的陪
產假給爸爸們。

一些別的報告顯示，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也
提供帶薪產假。比如臉書（Facebook)，它提供給每
個爸爸媽媽相同的假期，並給予 4000 美金的紅
利給孩子。
九、很多公司正在慢慢努力的將產假政策越調越
好

在關於帶薪休假政策不停的爭論中，很多公
司都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力圖達到一個平衡。
通信大亨Vodafone公司在今年3月宣佈，它遍佈

全世界的30個子公司都提供16周的帶薪產假。
而且，女性在產假後的6個月中，每週只用工作
30個小時，就可以拿到全職工資。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公司沒有帶薪產假的政
策，但國家正在向著對的方向一步步努力。希望
不久的將來，美國每個城市都將帶薪休假寫進法
律裡。

2015 年 Working Mom 雜誌評選出了前 100
名對職場媽媽待遇最好的公司。走進美國編輯為
您列出排名的前10家公司以供參考：
Abbott
Deloitte
Ernst & Young LLP
General Mills
IBM
KPMG
McKinsey
PwC
WellStar Health System
Zoetis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中國的產假政策吧，應
該還蠻令中國媽媽們欣慰吧：
中國呢？根據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條例》規定，
女職工生育享受98天產假，不得在女職工懷孕
期、產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資。而隨著新計生
法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多省產假也發生了新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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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3500多年依然美丽的“小河公主”，汉晋时期精美艳丽的
“营盘男子”服饰，现存最早的《三国志》写本残卷……近日，北
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年度大展“千山共色——丝绸之
路文明特展”开幕。展览由北京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联合主办，通过70件 （组） 新疆出土的珍贵文物，展示了新疆作
为丝绸之路核心区域历史上出现的文化交流盛景。

以“天山”串联历史进程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空间跨度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
线路。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心地带，是东西方交流的孔道。历史
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正是沿着新疆天山、塔里木
盆地而延伸展开的。”此次展览策展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陈凌说。

展览以新疆与丝绸之路历史进程为线索，分为三个章节：第
一章节“联雪隐天山”，追溯远古时期的新疆历史。4万年前人类
的足迹已出现在新疆，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新疆与河西、中原地区
关系密切，也与亚欧草原有着广泛的联系，在冶金、作物种植、动
物驯养等技术的传播中，新疆起了关键的桥梁作用。第二章节“影
丽天山雪”，讲述春秋战国时期，新疆草原地带的游牧部族和沙漠
绿洲的城邦逐步发展，渐次演变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并形成

区域文化圈。第三章节“明月出天山”，介绍西汉设西域都护府以
来，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设官建制、颁
布政令，对新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陈凌告诉记者，每个章节的名称都出自唐诗，用“天山”这一关
键词串起整个展览。

作为北京大学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特展，“千山共色”展
汇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吐鲁番博物馆、木木美术馆等11家文博机构的70件 （组） 文
物藏品，其中有许多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还有近年重要的考古发
现。如第一章节展示的几块距今4.5万年的打制石器，来自阿勒泰
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发现的第一处旧
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小河公主”首次进京展出

“小河公主”是此次展览备受瞩目的焦点。她出自新疆巴音郭
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小河墓地 11 号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1500
年。2003年出土时，其保存状态完好，面容秀美，体态丰腴，全
身涂抹乳白色浆状物，经检测为乳酪。此次为“小河公主”首度
进京展出，随之而来的还有几件相关文物。

展厅中，“小河公主”躺在特制的玻璃展柜里，深邃的眼窝、
高挺的鼻梁、浓密的亚麻色睫毛清晰可见。旁边陈列着她的船棺
和墓前的男根立木、女阴木桨，还有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运来的黄
沙。

“我们还原了‘小河公主’所处的环境。正是在塔克拉玛干特
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她才能保存得这么好。”陈凌说，“小河
墓地船棺、立木习俗反映了这支人群独特的文化。她出土时身上
还挂着麻黄枝，这是研究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以及中医药与西亚、
南亚地区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营盘墓地出土的一组汉晋时期男子服饰吸引了许多观众驻
足。墓主人头枕鸡鸣枕，面戴麻质面具，身内着淡黄色绢袍，外
着红地对人兽树纹双面罽 （jì） 袍、毛绣长裤，足穿绢面贴金毡
靴，腰系绢带，左臂系护膊，胸前和左手腕处各置一件小型冥
衣。随身衣物品质精美，保存完好，其鲜艳的色泽和华丽的纹饰
至今仍光彩夺目。

“这套服饰中可以看到多种文化元素。”陈凌介绍，虽然墓主
人可能是西域城邦贵族，但他的衣服采用汉族穿法，头枕鸡鸣枕
亦是模仿中原的葬俗。衣服的材质有丝也有毛，将中原的丝织技
术与西域的棉毛加工技术融为一体。外袍上的纹饰很丰富，有对

牛、对羊纹等典型的波斯图案，还有卷发高鼻、健壮有力的裸体
男性图案，应是古希腊爱神厄洛斯的形象。“这是当时新疆地区多
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写照。”

新疆与中原“万里同文”

早在汉代以前，新疆各部族就学习借鉴中原礼仪文化。正式
纳入中国版图之后，新疆地区汉字使用、蒙学教育、典籍流传等
基本与内地保持同步。

展览中有一件《三国志》写本残卷，反映了新疆与内地文化交流
的密切。该残卷1965年出土于吐鲁番安乐古城一处佛塔遗址的陶
瓮中。残存内容为《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二》建安二十五
年至黄武元年一节，共 41行，570余字，文字与今通行本略有不同。
所用纸张为本色加工麻纤维帘纹纸，质地精良，很可能是古代著名
的“左伯纸”。

“根据字体判断，这件写本是西晋时期的，是现存最早的《三
国志》 实物。”陈凌说，“在陈寿成书之后到西晋灭亡 （公元 315
年） 之前的短短20年间，《三国志》已传写入新疆，可见当时中原
文化在新疆地区传播速度之快、影响之深。”

内地传统文化对新疆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生活、观念
习俗等方面。

一件长方形骨博具和一件小巧的木围棋盘摆放在一起，显示
古代新疆地区也流行中原的博弈游戏。骨博具由大型动物骨骼磨
制而成，出土于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房址中，
开展这项发掘工作的正是陈凌领衔的北京大学西域都护府考古
队。木围棋盘来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这件棋盘是研究中国围
棋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陈凌介绍，它表面纵横各19路棋道，与
现代棋盘相同，表明围棋在唐代已经定格为纵横各19道。

展览中还呈现了同样出自阿斯塔那墓地的托盏侍女图。它是
屏风画 《弈棋图》 中的一部分，描绘一名发束平髻、身着蓝印花
袍的侍女双手托茶盏，小心翼翼地为对弈的主人进茶。从屏风画
可以看出，唐代时新疆社会生活、居家布局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连墓葬之中也仿效中原方式，以屏风画表现家居场景。

展览的最后有一处多媒体体验空间，让观众体验丝绸之路的
路线——从西安出发，越过高山、戈壁、草原，抵达地中海。

“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平行线，更不是单行线。来自不同地域的
人们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相互激荡、交融，形成多重
奏的交响乐章。”陈凌说，“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精神，造就了
丝绸之路的辉煌。抚古视今，丝绸之路精神必定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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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铜牛祭盘，新源县博物馆藏 胡 锐摄

◀汉晋时期“营盘男子”服饰 （局
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藏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供图

唐代粟特文摩尼教写卷，吐鲁番博物馆藏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供图

▲唐代托盏侍女图，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物馆藏 胡 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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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2019年11月15日晚8時，七次
獲得格萊美獎的傳奇鋼琴大師伊曼紐爾·艾克斯（Emanuel Ax）
在休斯頓交響樂團的伴奏下，在瓊斯音樂廳（Jones Hall) 演奏
貝多芬第一交響樂章。

艾克斯是目前在世界舞台上演出最偉大的鋼琴家之一，也是
休斯頓交響樂團的國際知名的客座教授，他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一
鋼琴協奏曲，標誌著他再次重返休斯頓交響樂團。在這部貝多芬
的早期傑作中，鋼琴協奏曲也帶有莫扎特和海頓的音樂元素，但
同時他創造性的音樂也使觀眾感到驚訝和讚美。在節目的後半段
，樂團指揮法比恩·加貝爾（Fabien Gabel） 帶領休斯頓交響樂
團演奏了勃拉姆斯（Brahms）華麗的第二交響曲，一些觀眾將
其稱為勃拉姆斯的“田園式”交響曲。

傳奇鋼琴大師伊曼紐爾·艾克斯
伊曼紐爾·艾克斯出生於波蘭的利沃夫（Lvov），當他還是

一個小男孩時，與家人一起移居加拿大的溫尼伯。他得到了美國
男孩俱樂部愛潑斯坦獎學金計劃的讚助，在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學
習，隨後他獲得了青年音樂會藝術家獎。 1974年，他贏得了特
拉維夫首屆亞瑟·魯賓斯坦國際鋼琴大師比賽的冠軍，引起了公
眾的關注。 1975年，他獲得了邁克爾斯青年音樂會藝術家獎，
四年後又獲得了夢夢寐以求的艾利·費舍爾獎。

艾克斯7次獲得格萊美(Grammy Winning Awards) 音樂獎，
其中兩次是鋼琴獨奏，5次與傳奇人物馬友友（Yo-Yo Ma) 合作
，包括：1）與馬友友合作的《勃拉姆斯：E小調和F中的大提琴
和鋼琴奏鳴曲》（1986）；2）與馬友友合作的貝多芬：《大提
琴和鋼琴奏鳴曲》，《 C與變奏曲》第4期（1987年）；3）與
海梅·拉雷多（Jaime Laredo）、馬友友和艾薩克·斯特恩
（Isaac Stern）合作的《勃拉姆斯：鋼琴四重奏》（Op.25和26

）（1992）；4）與馬友友合作的勃拉姆斯：
大提琴和鋼琴奏鳴曲（1993）；5）與馬友友
和理查德·斯托爾茲曼（Richard Stoltzman）
合作的勃拉姆斯/貝多芬/莫扎特：單簧管三重
奏（1996 ）；6）伊曼紐爾·艾克斯的鋼琴獨
奏：海頓《鋼琴奏鳴曲》，第32、47、53、
59號（1995）；7）伊曼紐·艾克斯的鋼琴獨
奏：海頓《鋼琴奏鳴曲》第29、31、34、35
和49號（2004年）。

艾克斯2019-20賽季的亮點包括與維也納
愛樂樂團和長期合作夥伴Bernard Haitink進行
的歐洲夏季音樂節巡迴演出；與倫敦交響樂團
和西蒙·拉特爵士的亞洲巡迴演出；與鹿特丹
愛樂樂團和Lahav Shani進行的美國音樂會；
與傳奇人物馬友友在2020年3月在卡內基音
樂廳舉行的三場音樂會；預計將在2020年5月在卡內基音樂廳
慶祝貝多芬誕辰250週年的獨奏音樂會中達到高潮。

指揮家法比恩·加貝爾
法比安·加貝爾被譽為“大膽回味”的指揮家，是國際公認

的新一代指揮家的明星之一，其曲目範圍廣泛，從核心交響樂作
品到當代音樂，再到法國作曲家鮮為人知的作品。

自 2012年以來，他一直擔任魁北克Orchester 交響樂團
（OSQ）的音樂總監，自2017年以來一直擔任創新的Orches-
ter Francaisdes Jeunes音樂總監。

法比安的2019-20賽季將在舊金山交響樂團、猶他州交響
樂團、西澳大利亞交響樂團、維也納廣播交響樂團和盧塞恩交響
樂團首次亮相。

他的指揮遍布全球，帶領頂尖樂團並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獨奏

家合作。法比安於2004年贏得Donatella Flick LSO指揮比賽，
首次引起了國際關注，隨後他被任命為倫敦交響樂團的助理指揮
，為期兩個賽季。此後，LSO定期邀請他擔任客座指揮。

法比恩出生於巴黎一個有成就的音樂世家，他從6歲開始學
習小號，曾在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學習技巧，並於1996年授
予小號一等獎，後來又在卡爾斯魯厄音樂學院學習。他在著名指
揮家的指導下繼續在多個巴黎樂團中演奏，如皮埃爾·布勒茲、
科林·戴維斯爵士、里卡多·穆蒂、小澤徵治、西蒙·拉特爵士和
伯納德·海廷克。 2002年，他在阿斯彭音樂節和學校進行表演
，並在那裡與大衛·辛曼（David Zinman）一起學習，大衛·辛曼
（David Zinman）邀請他在2009年的音樂節上擔任客席指揮。
他曾在海廷克（Haintink）和戴維斯（Davis）擔任助理指揮。

衷心感謝Jenny 贊助交響樂團音樂會門票！

七次獲得格萊美獎的傳奇鋼琴大師
艾克斯瓊斯音樂廳演湊貝多芬鋼琴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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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11月10日在
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舉行。比賽按參賽者年齡段和
華裔、非華裔分組進行。

黃河、長江是炎黃子孫的母親河！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
，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年的歷程。 《心中的黃河、長江》是
演講主題之一。 1969年7月20日，美國阿波羅11號飛上月球！尼
爾•阿姆斯特朗成為登月第一人。他從月球呼叫“休斯頓(Hous-
ton) ，這裡是靜海基地。鷹已降落。”向休斯頓的宇航中心報告成
功登陸月球的消息。阿姆斯特朗的名言“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卻
是人類的一大步”一直被世人銘記。 《理想的翅膀》也是這次演講
的主題。參賽者在這兩個大主題之下，生髮出許多演講題目。年齡
小的參賽者也講了自己喜歡的豐富多彩的故事。

賽后舉行了頒獎大會。 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
校長Mark J. Hemphill致歡迎辭。他表示非常高興地看到那麼多不
同族裔的參賽者來到這個學校，展示自己學習中文演講的能力。這

對於以學習英語、西班牙語、中文為特點的International Leader-
ship of Texas學區是一個鼓舞。

去年這項比賽的舉辦地中文沉浸學校的校長Chung Ying也在當
天下午來到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看望參賽的學生
、家長和老師，與大家交流、拍照、給予鼓勵。

評委們欣喜地看到參賽者演講水平每年都有提高，這正是這項活
動的目的。從綜合考量來講，還可以從語音標準、表達準確、表情
儀態方面提升自己的水平。

這項比賽得到了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處的大力支持。 IL-
Texas 學區、 休斯頓獨立學區、IL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華夏中文學校、美中文化教育基金、龍學天下教育學院協
辦。遊鯨游泳學校在得知許多學生要參加中文演講比賽時也給予了
支持。

十幾年來，許多評委、老師、家長、義工為這項比賽付出了自
己的努力。是所有參與的人的手托起了這個平台。

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獲獎名單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獲獎名單

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舉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舉
行比賽並頒獎行比賽並頒獎

5-7歲組
一等獎

顧添Joseph Gu，傅瑞源Benja-
min Fu，莊子虞，劉芳宇。
二等獎

劉玥兒Yueer Liu，姜浩欣Elisa-
bein Johuson，馮卓伊Zoe Feng，陳
笑笑，梁馨勻Sarah Liang，Xu Jon-
athan Ma，Claire Lu盧可昕，劉博文
。
三等獎

江馨睿Alyssa Jiang，張珈媄Ji-
amei Zhang，王子嫣 Bella Wang，
Ethan Cen岑一隆，趙殿熙，郜少霆
，彭思媛Angela Peng，吳雅涵Oliv-
ia Wu，黎歡歡 Leon Lai，徐沐爾/
Muer Xu，武世佳Grace Wu，朱書靈
。
優秀獎

徐聲榕，羅嘉敏Carmen Low，
余思之，祝瑞涵Ryan Zhu，王成誠
Andy Wang，張麥都，羅欣雨Vivian
Luo， 李 琬 珺 ， 劉 根 洋 ， 張 瀚 文
Tristan Zhang，葛哲雅Caroline Ge，
Gloria Zhang張芮雅，辛多多Cathe-
rine Zinn ，陳李慧，楊逸，朱銳曦
Ruixi Zhu，Ella Chan陳郁和，李源翔
，焉語 Iris Yan，Andy wei，姜煜琪
Sophia Jiang，蔡明輝Logan Choy，
張伯麟/Balin zhang，丁韻溪/CiCi，董

璐娜Luna Dong，Cynthia Ma馬唯萱
，劉嫻兒Holly Liu，史若蓉 Isabelle
Shi，白沐松，陳果爾Mary Chen，李
澤瑞，Tiffany Xu，華楚嫣，Mia Ye
葉雅戈，George Qin秦林浩，孫傳瑞
。

8-11歲組
一等獎
王臻真 Elaine Wang，吳宇晟 Aaron
Wu，馬瑾瑜Joanna Ma。
二等獎
郭可欣 Katherine Guo，張素翡 So-
phie Zhang，陳焱淼，董安娜，蘇曉
楠，李天航。
三等獎
徐旻悅Claire Xu，陳凱文Kevin Chen
，邱冠雄，趙依娜Yvonne Zhao，沙
琳娜，宋力Alex Song，李樂雲Juli-
anne Lee，王喜彤Jessica Wang，柏
又菡Lillian Bai。
優秀獎

陳李哲，毛睿安，趙澤睿，滕忠
傑，薛雨晨，徐詩貽Ella Hsu，朱紹
森，伍蓓蓓，田得桑David Tian，趙
朗 晨 ， Katherine Wang， Shuhan
Hou，王梓琳，黎樂樂Lena Lai，陳
搏文，孫昊辰，滕忠昊，陳妙妙，白
沐榮，周雯傑Wendy Zhou，鄧貝頤
，梁馨尹Anna Liang，徐一格，黃蘭
斌Annie Huang，張悅祺，Michelle

Luo/羅晶晶，朱書鳴，趙家泰，余靜
之，易笑婷Anna Yi，宋述賢，郜少
攀，牟恩惠Grace Mu。

12-18歲組
一等獎
趙玄文，週棣棣。
二等獎

趙 姍 姍 ， 趙 樂 文 ， 田 獲 稻
HughTian，宋詞Kevin Song。
三等獎

王 佳 蕊 Alyssa Wang， Irene
Zheng，劉佳璐 Jialu Liu，李睿菲
Cindy Li，William Luo/羅瑞翔。
優秀獎

蓋安琪，戴田田Ellen Dai，Julia
Hu，吳思思，魏凡，梁碧瑤 Mi-
chelle Liang，鄧仕鑫Samuel Deng，
任文傑，陳克法，李宛儒Wanru Li，
王愛牛Ainiu，Angelina Shen，衛靈
杉Angela Wei。
高級組 一等獎

孫仲伯。
二等獎

楊欣海。
三等獎

於洽 Michael Yu。
優秀獎

馬東言，Shamiya Lin Qiu。
非華裔組 一等獎

解妞妞 Hannah Lemieux，文娟

Ziana，白玉文 Mckenna Balliet，同
思 Therese Harmon，王尚霖 Hen-
derson Chandler，鄭善京
Jasmine Nguon。
二等獎

安吉Anjilea Holm，安雅，滿岱
Samantha，Angela Monoz Francis，
安迪，珠兒 Joelle Dipaolo。
三等獎

Austin Brister， Andrey Simp-
son 白雪，Hannah Jaines，Phoebe
Tysor 菲碧，Soumil Goyal，Sophia
Morales，Amalia Vannini 愛美麗。
優秀獎

Myah Kapavik， 劉 愛 希 Asher
Liu Saurabh， Kaili/ Catliya Yan，
James Lenhert， 陳 樂 瑩/Aubrey

Madonio， Thomas Larsson， Aidan
Cunningham， 解 丫 丫/Samantha
Lemieux，Audrey Cunningham，王
滋艷/Arya Waters，蘇飛，Caroline
Larsson，浩傑，安拓Antalea Holm
，艾麗/Alexandra Chadeayn，佩琦
Petra Granda，Benja/ Benjakon Yan
，Connor Ray Brister，Julia Macron
，付明軒George D. Francoyannis，
Adam El-yafi， Giavanna Wingfield
， Joy Fiske， Grace Giddings ，
Catherain Vera，艾丹 Adam Fielk，
Travis Meier， Alex Macron， Mic-
aiah Pitor，Bryce /尤長俊，Joshua.
G. Rodkey， Salma Allam， Irish
Moyer。

88--1111歲組一歲組一、、二二、、三等獎三等獎、、優秀獎獲獎者與主持人鄧潤京優秀獎獲獎者與主持人鄧潤京，，主辦主辦
人董思奇人董思奇，，評委們合影於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評委們合影於第十八屆大休斯頓中文演講比賽頒獎典
禮上禮上。。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IL 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IL Texas Katy-WestPark High School 校長校長Mark J. HemphillMark J. Hemphill致致
歡迎詞歡迎詞。。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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