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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AA11

1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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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關註我們的
新動態

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Monday, May 25, 2020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200526_4分之1版_簡

有房地產業的專家對COVID-19大流行
將給房地產業帶來的揮之不去的影響後作出
了一些預測。以下是疫情流行消退後對房地
產的五大預測趨勢。

1、買主將加大購買規模
分散房屋是美國地產未來的行業潮流，

但被關在一兩個房間裏的城市居民很可能會
希望分散開來。專家認為，人們對更大公寓的
需求將回歸時尚，許多人將考慮擴大規模
——無論是在面積、光線、戶外空間、視野還
是設施方面。

2、精品建築、聯排別墅和建築科
技將更加流行

大多數代理商並不認為疫情會阻止人們
在大城市地區投資房地產。當然也沒有阻止
亞馬遜AMZN首席執行官和億萬富翁杰夫.貝
佐斯（Jeff Bezos），他最近在曼哈頓的一棟大
樓裏購買了另一套公寓投資近1億美元。

美國的地產經紀人普遍認為，今後的精
品建築將贏得大型開發商的青睞，聯排別墅
將變得更加珍貴。無接觸技術的采用，包括鎖
和恒溫器的遠程操控，將成為標準，多戶型建
築業主和管理者將面臨挑戰。

3、戶外空間和家庭辦公室將成
為熱門配置

陽臺、露臺和私人屋頂平臺已經成為任
何潛在買家的寶貴設施，但在未來幾個月內，
它們的需求將更加旺盛。家庭辦公空間也將
成為一個更標準的產品。對于處于規劃階段
的多戶型項目，開發商正在重新考慮布局，以
適應在家辦公的租戶。

4、建築造價將上漲
在大流行之前，建築業

已經面臨技術工人短缺的問
題，許多專業人員在大蕭條
期間離開，建築業在全國蓬
勃發展。

紐約市建築律師事務所
LePatner&Associates的創始
人、商業諮詢集團Insights+的
創始人巴里•萊帕特納（Bar-
ry LePatner）預測，當暫停施
工結束，建築商準備重返工
作崗位時，可以預期，隨著供
應鏈的緩慢復蘇，以及監管
人員加快如何保障工人的安
全，許可程序可能會出現延

誤，成本也會增加。在可能出現經濟衰退之後
，建築貸款將面臨新的限制和土地收購放緩
的挑戰。

5、供應鏈將發生轉變
據萊帕特納稱，超過30%的建築材料來

自海外，來自中國、意大利、巴西和印度等國，
這些國家正面臨著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挑戰。
萊帕特納說：“這些供應商中的很多都會在美
國建立，但這需要數年的時間。”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美國房產疫情後的發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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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專精: 各類移民申請、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民事糾紛、遞解辯護、勞工權益保障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5177 Richmond Ave., Suite 770, Houston, TX 77056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我35歲了，我從來沒有失敗過，生活從來沒有困擾過我
，學習對我來說總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總是得A，我獲得了計
算機科學的碩士學位，找到了一份待遇優厚的編程工作，這
讓每個人都感到自豪。我加入了一家上市的軟件初創公司，
我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並在銀行
裏拿到了一大筆IPO資金，我取得了超出我想像的成功。然
而，當我瞭解到唐納德•特朗普、約翰•洛克菲勒和羅伯特
•清崎等其他成功的企業家時，我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那就是他們都曾失敗過，有時規模很大，而且經常失敗，但
似乎是失敗本身推動了他們的成功。

我覺得自己很成功，我想變得更成功，然而，我以前從未
失敗過，這讓我感到困惑，我想成為這些著名的企業家，但由
于某種原因，我沒有擁有過他們所有人共有的一件事，那就
是失敗。也許，我想，我實際上並沒有走上成功的道路，我突
然想到，也許我是在舒適的道路上隨波逐流。我有一份薪水
不錯的工作，銀行裏有存款，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有房子和汽
車，那麼，我為什麼會變得如此不滿呢？就在這個時候，我讀
了《富爸爸窮爸爸》這本書，它用文字表達了我內心很長一段
時間的感受，我的內心是一個企業家，是時候應該做點什麼
了。

經過一番思考，我覺得這樣做是對的，于是我決定放棄
我的軟件事業，轉而從事房地產投資和現金流業務(這是實

現財務獨立的“富爸爸”和“窮爸爸”模式)。
我選擇的現金流業務是一系列餐館特許經
營，在房地產方面，我決定做倒賣房子的工
作。我在餐飲業經歷了巨大的失敗、挫折和
資本損失，儘管如此，我挺過了這些失敗時
期，最終餐館創造了穩定的收入。我賣出了
30套房子，其中90%是盈利的，但不是全部，
有時收支相抵，有時損失了一點錢，還有兩
次損失了一大筆錢，我完全高估了房產修理
後的價值，低估了翻新後的價值，當我更清
楚的時候就會偷工減料，然而，儘管如此，對
我和我的投資者來說，這項業務還是非常有
利可圖的。

在買了一棟公寓大樓後，我的一個租客
給我製造了很多麻煩，差點讓整個項目破產
，但我能夠克服這些問題，創造出穩定的、能
產生收入的資產。我為什麼要用失敗的故事
來打擊你，讓你放棄在房地產投資領域的冒
險呢？因為我相信失敗是成為一

個成功房地產企業家的必要條件，所有成功的投
資者都經歷過某種形式的失敗，都克服過失敗，
從失敗中吸取了教訓，並用它來推動自己取得更
大的成功，從失敗中我們可以學到三件事。

1、失敗讓我們走出了舒適區，讓
我們能夠面對恐懼

我們在某件事情上失敗了，這一事實意味著
我們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區，嘗試了一些困難的事
情，一些我們認為值得做但並不一定會成功的事
情。當我們失敗一次時，我們可以訓練自己在未
來能再次面對失敗，如果我們對未來的失敗處理
得更加自如，我們就不會那麼害怕再次嘗試新事
物。唐納德•特朗普在他的著作《交易的藝術》中
描述了他的第一筆大型開發交易是如何破產的，
這筆交易的巨大失敗令人難以置信。他是否放棄
了自己的舒適區？是的，當然，他是否因為從這次
失敗中挺了過來，就不再那麼害怕失敗了呢？很
有可能，因為他繼續做了更大的交易。失敗能讓你直面恐懼，
放棄你的舒適區，這是成為一名成功的房地產企業家必須具
備的兩個關鍵品質。

2、失敗教會我們一些無價的經
驗

雖然我們都試圖避免失敗，但毫無疑問，
有些事情只有經歷過失敗後才會知道。我被告
知，當我修復有濕氣問題的房屋時，一定要給
排水系統定價，我沒有聽從這個建議，直到我
的第一筆投資出現問題，現在我不會做這個交
易，除非它支持排水系統的成本。我被告知在
購買公寓之前要研究每個房客的法庭記錄，如
果我那樣做了，我就會發現那個差點讓我破產
的房客經常進出房東/房客法庭。布蘭登•特
納在與布賴恩•伯克一起的播客節目中，講述
了他是如何因買車和用信用卡換房子而蒙受
損失的，其他投資者可能試圖說服他放棄，現

在他不會用信用卡來支付他的投資了。
湯米是一位投資者朋友，在經濟衰退期間，他在自己居

住的地區以外的房產所剩無多，他學到的教訓是，在投資之
前，他需要瞭解市場的所有事情，他以前可能聽說過這個問
題嗎？可能聽過吧，他聽進去了嗎？顯然沒有，直到他的房子
被沒收。失敗對于教會我們什麼是不該做的這方面至關重要
，一旦我們吸取了教訓，我們就會努力不再犯同樣的錯誤。湯
米決定只在當地投資，事實上，他現在每天都在研究當地市
場，他認為他的失敗是他現在如此成功的首要原因，因為他
對自己的市場了如指掌。失敗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也許
會讓我們暫時停滯不前，但卻能讓我們擁有邁向成功的新高
度。

3、失敗能塑造我們的性格
培養某些性格特徵會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企業家和人，我

們可能已經知道它們是什麼，那就是毅力、克服障礙、解決問
題、保持積極態度等品質。我把初露頭角的企業家想像成剛
從礦裏開采出來的鑽石，每一次經歷都將鑽石從粗糙的石頭

切割成多面寶石，使其更接近理想的形狀，當我們經歷失敗
時，我們就學會了如何處理困難。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讓失敗
用恐懼麻痹我們，我們知道，儘管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
不能控制一切，我們必須相信別人，甚至可能是一個更高的
權力。

我們學會了不放棄，我們學會了在暴風雨中保持冷靜，
一旦我們能夠克服這些挑戰，就有能力從更高的地方回顧過
去，我們就會意識到事情並沒有那麼糟糕，我們還活著，還能
繼續過我們的生活，它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視角。這些神奇的
品質不是需要培養嗎？成功會像失敗一樣有助于培養這些性
格特徵嗎？不，我們都知道它不會。

4、結論
如果我們想要更成功，我們必須願意失敗，為了成為更

好的企業家和房地產投資者，我們必須親身經歷失敗。失敗
幫助我們走出我們的舒適區，教我們寶貴的經驗，並發展我
們的優質品格。你可以談談你失敗的一次經歷，一定要在評
論區留下你的想法和評論。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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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當你處理一個過期交易時，你的賣家可能會突然
心血來潮的要與房地產經紀人重新考慮，當這種情況發生時
，不要驚慌，他們幾乎總是會回來的。

在業務術語中，我們經常要處理過期的交易列表，他們
是租賃購買或業主融資交易的好來源，甚至是交易的主題，
但這是另一篇文章的不同主題，因為賣家通常會深思熟慮，
他們不確定他們是否有能力出售他們的房子。我們可以出讓
賣家滿意的購買價格，制定有意義的和有保證的時間框架，
同時也讓買家非常高興的讓他們搬進一個房子裏，否則他們
將無法負擔得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一份過期的
清單，我們開始與之協商，事情似乎進展順利，但後來賣家在
一夜之間與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又重新掛出了該房產。

這種情況時有發生，當它發生時，不要驚慌，當他們的房
子沒有在新的房地產經紀人指導下出售時，這些賣家往往會
馬上回來。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特殊案例的細節，以及我們是
如何在一個棘手的情況下，像往常一樣，獲得交易的。

1、科羅拉多州的小木屋
從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開始，你就已經知道這個房產是

一個過期的交易，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一個同事正在處理
一個漂亮的原木小屋風格的房子，這個房子在科羅拉多州，
它屬於一個退休的海軍軍官，他自己建造了這座房子，並打

算退休後住在裏面，但幸運的是，他遇到了一個人，並和他們
一起搬到了其他地方。他每年有幾個月要用這所房子，但最
後認為把它賣掉更有意義，所以他找了個房地產經紀人，這
個房子在市場上已經掛出了一年了。

當房產列表過期時，我們的一個同事用過期的撥號系統
聯繫了他，這個系統是使用一系列的自動化操作來聯繫數百
位潛在的客戶，並自動留下語音郵件。如果他們對我們正在
做的事情感興趣，他們可以聯繫我們，並通過一系列的步驟，
這些步驟將自動使他們符合要求，因此我們只花一些時間與
合適的潛在客戶打交道，當你可以和你知道的賣家交談時，
這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當我們的合夥人與賣家取得聯繫時
，他對做成一筆交易很感興趣，我們查看了房產，拿著一些數
字來來回回的分析，一切看起來都很好。然後，就在第二天，
我們注意到這棟房產又被另一個房地產經紀人主推上市了。

2、如何處理棘手的情況
這似乎是一個可怕的情況，但它真的不是多麼可怕，正

如我們常說的，當事情看起來要出錯時，不要驚慌是很重要
的，因為大多數時候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如果這種事情發生
在你身上，不要沮喪，因為房子賣不出去，他們會馬上回來找
你，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房子都賣不出去。但是，在這種情
況下，您需要做一件事，你需要和他們取得聯繫，使用我們開
發的一個簡單的腳本，讓你留在他們的腦海裏，聽起來是這
樣的。

你需要給他們打電話，告訴他們你看到他們在房地產經
紀人那裏重新掛牌了，問他們：“你被房地產經紀人捆住了多
久？”這裏的“捆住”是關鍵，因為當他們與房地產經紀人一起
工作時，他們真的被捆住了。然後你可以說：“好吧，聽著，如
果你沒有在你想要的時間範圍內得到你的全價，或者如果你
取消了上市，你可以給我打電話。”就是這樣，你可以根據自
己的想法調整價格，但是使用“捆住”、“全價”和“你想要的時
間範圍”是關鍵，他們會牢牢記住這一點，一旦他們對房地產
經紀人不滿意，他們就會拿起電話打給你。

現在，你可以想像接下來發生了什麼，幾個月後，我們再

次跟賣家聯繫，我們總是例行公事地跟進線索，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的同事只是給他留了個語音郵件，說:“嘿，看來你的
房子還在市場上，如果你想再談銷售的事，可以給我打電話。
”你瞧，他當天就回來了，他告訴我們，他已經三個月沒有房
地產經紀人的消息了，他準備重新做一筆交易，看到了嗎？保
持聯繫是值得的。

3、價格問題
我們介紹了如何克服潛在的棘手情況，賣方會與房地產

經紀人重新上市房產，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價格，看看為
什麼我們在這個房地產上投入的時間是絕對值得的。賣家以
49.9萬美元的價格把房子賣給了他的經紀人，房地產經紀人
實際上建議他把價格降到44.9萬美元，所以我們就買了它，
賣家還擁有著房子的所有權，所以每月的付款只是本金，這
是關鍵，月供是1590美元，我們估計可以從租客那裏得到
2200美元的月供，這個期限超過36個月。截至撰寫本文時，
該交易將于本周完成，我們對結果非常滿意。

話雖如此，讓我們看看支付款，和往常一樣，支付款第一
項是首付，在這種情況下，目標買家將預付15000美元，到
2020年4月支付10000美元，到2021年4月，他們將再支付1
萬美元的首付，以降低未來抵押貸款的還款，所以，首付是3
萬5千美元。支付款第二項是月差，如上所述，我們支付給賣
方每月1590美元，這是所有的本金，我們將有每月2200美元
的租金，每月是610美元的租金差，36個月，也就是21960美
元。支付款第三項是銷售的最終利潤加上本金，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打算以49萬9千美元賣掉房子，這是它最初的標價，
扣除首期付款後，我們的利潤是15,000美元。

但最好的部分當然是本金支付，也就是36個月，每月
1590美元，總共57240美元，第三個支付款總共給了我們82,
240美元。當你把這三個款項加在一起，你會發現你花了13
萬9200美元買了一套看起來不太合算的房子。您在處理過
期交易時遇到過這個問題嗎？你是怎麼解決的？你堅持下去
了嗎？我很想聽聽你的看法。（（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mei--
fang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520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當你的賣家與房產經紀人解除合約時該怎麼辦當你的賣家與房產經紀人解除合約時該怎麼辦

買房子總令人興奮，但很多人因為籌不
到頭期款而無法圓夢；根據租屋平臺Apart-
ment List的調查，61.7%想買房的千禧年輕人
無力支付頭期款。不過，善用“頭期款協助方
案”(down 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將
可解決難題。

“頭期款協助方案”協助想買房的人支
付頭期款，有時甚至提供交屋成本協助，通
常在成交過戶時支付、由借貸機構打理。這
類援助來源包括聯邦、州、縣市政府和非營
利機構，並不廣為人知。

協助方案有三種形式，包括頭期款補助
(Down payment grants)、可寬恕第二房貸方
案(Forgivable second mortgage programs)
以及匹配儲蓄方案(Matched savings pro-
grams)。

頭期款補助用以支付頭款期、甚至成交

費，不 必 償 還，例 如 非 營 利 的 National
Homebuyers Fund，補助額最多達貸款的
5%，又如 PenFed 基金會的 Dream Makers
Military Heroes Fund，針對合格軍人提供高
達5000元頭期款補助；

至于可寬恕第二房貸方案，雖然第二房
貸需支息，但可寬恕的第二房貸提供零利率
，借款人符合某些要求後便免息；

至于匹配儲蓄方案，使用者要先對專屬
頭期款儲蓄帳戶投注款項，而後，與非營利
組織或政府合作的銀行將提供匹配款，以印
第安那州的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c-
count方案為例，想買房的人每存入1元，該
方案便至少搭配存入4元。

然而，並非人人都有資格獲得頭期款補
助。居住地點、薪資收入、信用分數、債務／
收入比、是否已完成買房教育計劃、軍人或

退伍軍人身份、在公共服務業工作等等，都
會產生影響。此外，是否為首次購屋也有影
響；獲准使用頭期款協助方案的人有六成是
首次購屋。

頭期款協助方案也有缺點，主
要是可能增加成本；房貸專家斯達
布(Elysia Stobbe)說，如果房貸提供
頭期款援助，利率較高，長遠來看
要付出更多的總成本。假如沒資格
獲得頭期款協助，可用替代選擇，
好比要求父母或其他親屬幫忙付
頭期款。考慮各種可行方案時，不
妨用心查看各種貸款的頭期款要
求。

斯達布說，首次購屋的人也許
可找到傳統房貸只要求低至3%的
頭期款，FHA貸款要求頭期款3.5%

，VA貸款針對退伍軍人提供100%融資，而
USDA貸款為生活在特定農村地區、符合收
入條件的買家提供相同協助。（（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美
房吧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別擔心別擔心 頭期款協助方案可幫你圓美國夢頭期款協助方案可幫你圓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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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問我:“我怎麼決定投資哪個市場
呢？”問得好，第一步是縮小對投資有利的市
場範圍，對于炒房者來說，這並不是什麼大
不了的事情，因為你可以在任何市場上炒房
，有些市場會比其他市場更好，但你真的可
以在任何地方這樣做，更重要的是，對于出
租房產，你必須找到一個能讓你真正獲利的
市場。在一個有利的租賃市場中，最主要的
因素是房價與租金的比率，你必須能夠租到
足夠的錢來支付購買房屋的成本和所有的
費用，然後有希望剩下一些利潤。我在《出租
房產的5種快速賠錢方式》中更詳細地討論
了這個概念，請注意亞特蘭大房產與洛杉磯
房產之間的示例，以理解這個概念。

所以，假設你已經找到了幾個房價租金
比不錯的市場，因此，你肯定能從中獲利，在
這些市場中，你怎麼知道該選擇哪個呢？在
這篇文章中，我將只看那些已知的(到今天為
止)投資者有利的、更大的市場，並比較這些
市場的優勢，以解釋不同市場的利益是如何
不同的。我只考慮更大的市場，保持簡單，當
然，市場上有許多規模較小的市場，它們對
投資者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你可以把我要說
的應用到這些市場中去。

1、不同的市場，不同的福利
你看到的是少數幾個投資者占優勢的

市場，你可能已經有了一個你自己收集的市
場清單，也許一些專家建議了各種各樣的市
場，或者僅僅是通過閱讀大口袋論壇，你已
經注意到幾個很受歡迎的市場，很多人似乎
都在其中工作。我們已經知道房價與租金的
比率在這些市場是有效的，所以這是一個好
處，在租賃市場上還有什麼其他的福利呢？

•價格——一些市場將比其他市場更
貴，一些市場的入門價格可能非常便宜，你
可能會被限制在你的購買價格中，當談到選
擇一個市場時，因為你知道你有多少資本進
行投資，所以價格可能是決定因素。但是，正
如我將要指出的，你會意識到你通常會得到
你想要的交易。

•現金流——這可能是人們想要的最
明顯的福利之一，如果沒有現金流，買房子
就沒有意義，除非你知道自己的房子在一個
很酷的地方，比如一個海濱城市或你想去度
假的地方，你才會有踏實的感覺。由于我們
所關注的所有市場的房價租金比都很好，因
此所有市場都有望實現現金流，所以沒有問
題，但是要意識到不同市場的現金流量是不
同的。

•升值潛力——就像我一直說的那樣，
永遠不要僅僅因為升值潛力而購買房產，這
就是所謂的“投機”。你可以問問2009年以前
所有的投機者，市場崩盤對他們有多大的好
處。因此，雖然我從不主張為了升值潛力而
買進，而是總是為了現金流而買進，但一些

市場的增長和升值潛力確實比其他市場大
得多。

•房產年齡——這看起來似乎並不重
要，但當涉及到維護成本時，它確實很重要。
一所老房子，即使它的形狀還算不錯，你也
要花更多的錢來維護它，所有的房子都需要
維修，但是房子越新越好，你在這個部分的
花費就越少，眾所周知，一些市場的房子比
其他市場的新。

•社區的質量——房產的年齡甚至可
以半代表這一點，不是所有的情況，但是經
常。為了盈利，你會在一個特定的市場購買
哪些典型的社區特質？在高質量的社區和低
質量的社區都可以獲得利潤，但為了讓不同
類型的社區房產發揮作用，你必須
付出不同的努力。

•行業——決定投資者優勢市
場的另一個主要因素是，這個市場
不僅有良好的房價租金比，而且有
足夠的產業來支持人口的持續增長
。如果你在一個只有一個主要行業
的市場上購買租賃物業，而這個行
業卻在走下坡路，你的投資會發生
什麼變化？密歇根州的城市在過去
的幾年裏經歷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一些人認為，隨著石油的繁榮發展，
北達科他州也會經歷同樣的事情，
對于北達科他州的投資者來說，現
在有一些非常誘人的交易，有著極高的利潤
率和現金流，但如果石油熱潮消失，北達科
他州還有什麼是人們願意去那裏的呢？這並
不是說你在那裏買房產是錯誤的，而是要小
心石油工人離開後你的房產會發生什麼。拉
斯維加斯也一樣，拉斯維加斯有一個主要的
產業(如果你把它們放在一起)，是賭博和娛
樂，賭博和娛樂的壞處是什麼？在市場緊縮
時，人們不再把錢花在賭博和娛樂上，這會
影響拉斯維加斯嗎？相當影響，但如果你找
到一個有多個大型行業的市場，你會更安全
，因為如果一個行業不及格，你還有其他行
業來維持這個城市的運轉。

這只是我在租賃房地產市場上看到的
一系列因素，這些是怎麼聯繫在一起的呢？
要知道總會有取捨的，你可以買到回報極高
的廉價房產，但要明白，在這種情況下，你的
風險將是最高的，或者你可以買一套更貴但
回報更低的房子，這樣你的風險就會小得多
。你不可能兩全其美，便宜的房產，擁有高回
報、零風險，事實並非如此。你可以限定一個
範圍，畫上兩條線，在你想要購買的價格點
上，在這兩條線上畫一條直線，這樣你就可
以知道相關的風險。和往常一樣，這裏沒有
什麼是絕對確定的，你可以很容易地買到便
宜的低質量的房子，並取得巨大的成功，你
也可以買一幢很貴很好的房子，但它完全失
敗了。這個範圍並不是一個保證成功的指標

，而是一個你在這個範圍的兩端所承擔風險
的指標。

現在讓我們把所有的東西結合起來，這
樣你就可以看到它們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
我承認過去我是個ppt狂人，我會找任何可
能的藉口在上面畫點什麼，所以我給你們看
一個圖表來比較不同的投資者有利的市場，
所有這些市場現在(從今天起)對投資者來說
都是好市場。如果你選擇其中的任何一種，
你很可能正在進行一項可靠的投資(只要你
買對了)，但我要給大家展示一下市場的不同
，比如，既然它們都是好市場，你會選擇哪個
，它們有什麼不同？這張圖有點亂，但請耐心
聽我說，您將看到，為了進行比較，我包含了

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
每個因素的標準越高越好，除了價格(因

此彩虹的顏色試圖區分一個)，這也是一個非
常隨意的圖表，主要基于我目前所看到的市
場和可用的房產，它遠非完全準確，這是對
每個市場因素非常概括的描述。通常人們最
關心的是購買價格和現金流，你會看到每個
城市的前兩行，在這兩個因素之後，你會看
到我之前提到的其他因素，比如升值潛力、
房產的年齡、社區的質量和行業問題。你能
看出其中的利弊嗎？價格越低，通常現金流
越高，但其他因素就越低，這就增加了風險；
購買價格越高，現金流越低，其他因素越好，
所有這些因素都會直接導致你的風險。

那麼，如何決定什麼對你來說是最重要
的投資物業，購買價格低嗎？是現金流嗎？是
升值潛力嗎？假設是現金流，看這張圖，印第
安納波利斯、堪薩斯城和芝加哥是你最好的
選擇，從這些數據中，你可以排除芝加哥，如
果你沒有足夠的資金，那裏的購買價格要高
得多。然後，如果你去印第安納波利斯和堪
薩斯城，你可以看看剩下的因素。我個人會
選擇印第安納波利斯，因為我更喜歡那裏行
業的力量，而不是堪薩斯城，儘管該行業在
我國的市場份額遠低于其他市場，但它是廉
價高現金流市場中最高的。如果你想要更高
的質量而不僅僅是高現金流呢？我認為達拉
斯和芝加哥最好，亞特蘭大緊隨其後，這都
是你最好的選擇，達拉斯和芝加哥的升值潛

力比亞特蘭大大得多，但達拉斯的現金流真
的很低(感謝德克薩斯的房產稅和保險)。

我想向你們展示我認為的兩個極端地
區，即印第安納波利斯和達拉斯。看看這兩
個市場的現金流差異，你看到的基本上是一
個現金流最高的市場和一個最低的市場，暫
時忽略購買價格，看看其他因素。現金流有
很大的不同，但看看升值潛力、房地產和社
區質量，以及行業因素，這就是權衡的地方，
你可以在印第獲得很高的現金流，但你也錯
過了一些主要的質量和潛力(相對而言)。你
可以在達拉斯得到所有的質量和潛力，但你
將為此犧牲現金流，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城市
的風險等級列出來，它可能是這樣的，如下
圖所示：

你可以注意到印第安納波利斯仍然不
是太向左延伸，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市場，
可以購買租賃物業，你可以遠離購買風險最
高的地方，這是一個很好的市場。但是如果
你把它和你在達拉斯的交易做個比較，你就
會發現由于我提到的因素，風險水平有所不
同。

2、理解權衡
你需要權衡，在房地產投資中，每件事

都需要權衡，包括任何類型的投資，坦率地
說，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權衡。你可以買到
便宜的平板電視，它可能在未來10年都能正
常工作，但它不能正常工作的風險更高，或
者你可以買一台超級貴的3D平板電視，但它
在一周內就壞了，然而，這種情況發生的風
險要低得多。所以，當你著眼于投資市場時，
你首先需要決定什麼對你來說是最重要的，
選擇對你最關心的因素有利的市場。當你找
不到一個房子最好、回報率最高、價格最低
的市場時，不要生氣，如果有一個市場那麼
好，現在每個人都會把它買下來。雖然不可
否認的是，菲尼克斯、孟菲斯和亞特蘭大都
經歷了一個幾乎就是這樣的階段(以高房價
獲得高回報)，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度過了這個
階段，這也可以追溯到著名的2%法則，你可
以一整天都達到2%的標準，但這樣做會犧
牲你的主要質量因素，增加你的風險。三年
前你不會這麼做，但市場已經發生了變化，
現在你將承擔更大的風險。

我希望這對學習選擇市場的投資者有
幫助，首先選擇你最重要的“想要的交易”，
然後找出哪個市場最支持你“想要的交易”，
然後選擇這個市場。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錢，
好吧，現在不像以前擁有那麼多錢了，但你
仍然可以買很多房產，最後祝你投資愉快！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520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房地產市場有何不同房地產市場有何不同 你應該選擇哪一個你應該選擇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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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英国媒体《飞行国际》

报道，美军最新型的 CSAR 战斗搜索

和救援直升机 HH-60W 正在麦金利气

候实验室进行环境测试。HH-60W 直

升机是黑鹰直升机家族的最新改进型

号，它主要是为了满足美国空军在执

行关键搜救和救援任务需求而量身定

制的型号。本次 HH-60W 的环境测试

不仅将模拟从零下 60℃到 120℃的极

端温度测试，还将对可能出现的雨雪

等极端恶劣天气以及沙漠雨林等极端

环境进行模拟，以测试该机在各种环

境下的表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

空军计划使用 113架最新型的HH-60W

来替换已经老化的 HH-60G 直升机。

作为黑鹰直升机家族的最新成员，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 HH-60W 就会正式进

入美国空军服役。

提起黑鹰直升机，恐怕连很多普

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作为世界上最

先进也是最知名的中型通用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不仅追随美军南征北战立

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它还拥有非常多

的改进型号。作为一款中型四旋翼双

发通用直升机平台，黑鹰在通用性上

近乎完美，这也使得它不但被美军广

泛装备，也深受世界各国的欢迎。黑

鹰直升机距离诞生虽然已经将近 50

年，但是它依然是美军通用直升机的

主力，未来还将继续服役相当长一段

时间。那么黑鹰直升机到底是一款什

么样的直升机？又为何可以服役长达

50年之久呢？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这

款直升机界的"黑鹰"。

黑鹰直升机的正式名称是美国西

科斯基UH-60 中型通用直升机，该机

是专门为美国陆军研制的一款四旋翼

双发中型通用直升机。美国陆军将其

命名为黑鹰，因此它也被称为黑鹰直

升机，它的民用版或出口版也被称为

S-70 直升机。所谓通用直升机就是指

一架直升机既可以用于运输、救护和

侦查等任务，也可以挂载武器变身为

武装直升机或反潜直升机执行战斗任

务。简单来说就是一机多能，具备多

种作战能力的直升机。

在越南战争中，针对越南热带雨

林环境，美国陆军大量使用直升机进

行机动作战，这使得越南战争也被称

为第一次直升机战争。当时美军装备

的主力直升机是 UH-1 休伊直升机，

虽然休伊在战争中表现非常突出，但

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对一些

恶劣环境的适应性不强，发动机的功

率无法满足在恶劣环境下连续运输的

需要。其次，就是直升机需要保证较

强的防护能力。越战经验表明，直升

机即便在低烈度环境下也会面对大量

地面火力的攻击，因此直升机需要具

备较强的损伤承受力，以降低直升机

的易损性，减少机组人员和乘员的伤

亡。

针对 UH-1 休伊直升机暴露出的

问题，美国陆军开始着手研制后续机

型。1972 年美国陆军正式发布通用运

输飞机（UTTAS）方案招标书，此时

美军正深陷越战泥潭之中，对于新型

通用直升机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新

型通用直升机的主要要求是要使用新

型涡轴发动机，以保证该机在飞行性

能、生存能力和维护性能方面要好于

UH-1 休伊直升机。当时参与竞标的

有贝尔、波音· 伏托尔和西科斯基三

家公司。贝尔公司作为 UH-1 休伊直

升机的生产商被外界广泛看好，而波

音公司当时正在为美军生产 CH-47 直

升机，实力也非常强劲。与前两家相

比，西科斯基公司则普遍被外界看衰

，因为他们刚刚在攻击直升机和重型

运输直升机这两个项目中出局，而且

他们 15 年来从来没有给美国陆军生

产过直升机。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贝尔公司却

早早出了局，只剩西科斯基和波音公

司参与了最后的竞标。西科斯基和波

音分别提出了YUH-60A 和 YUH-61A 两

个方案，除生存能力以外两家公司的

方案基本满足了军方的要求，但是在

最关键的生存能力方面，西科斯基的

YUH-60A 表现得更好。在测试中，飞

行员在夜间错误降落在了一片树林，

在着陆过程中还砍倒了 40 多棵树，

但是却没有对机体造成太大的损伤，

燃油也没有发生泄漏起火。清理完现

场后，该机仅仅更换了桨叶就可以继

续飞行。该机出色的生存能力给美军

留下了深刻印象，1976 年 12 月美军

宣布西科斯基赢得了竞标，这款直升

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黑鹰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在设计上很有特点，

该机全长19.76米，机身宽 2.36米，机

高 5.13米，主旋翼直径16.36米，尾桨

直径 3.35 米。该机在结构上采用了半

硬壳结构，采取常规布局设计。该机

旋翼和桨叶均为 4叶，每片旋翼桨叶

都有钛合金翼梁、玻璃纤维蒙皮和前

缘镍磨损护套组成，尾翼桨叶由碳纤

维-环氧树脂复合材料制成。尾翼桨

叶为了抵消旋翼负载，采用相对垂直

面呈 20 度倾斜设计。在垂尾下方有

平直的飞行稳定尾翼，可保证低速或

悬停状态下的直升机姿态。机尾还设

有尾轮以改善起降能力，驾驶舱内也

设有滑动侧窗方便飞行员观察环境情

况。

黑鹰直升机在机身两侧上方安装

有两台通用电气 T700-GE-700 涡轴发

动机，单台马力可达1560轴马力。在

两台发动机中间还安装有 T62T-40-1

辅助动力系统，可以为发动机提供辅

助动力。黑鹰直升机的动力系统非常

充沛，而且具备很好的高海拔和高温

性能，可在高原或极端环境下执行飞

行任务，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得

益于强悍的动力系统，黑鹰的最高飞

行速度可达 357公里/小时。此外，黑

鹰还配备了后三点式起落架和重型减

震器，这使得黑鹰可以在简易起降条

件下完成起降。在油箱和驾驶室等关

键部位还设有装甲保护，驾驶室的座

椅可以抵挡 23 毫米机炮炮弹的射击

。

这些先进的设计和设备使得黑鹰

直升机具备了良好的机动性，出色的

生存能力以及优异的可维护性。同时

，由于机体内部空间大，再加上 10

吨的最大起飞重量，让黑鹰直升机可

以通过加装不同设备完成不同的任务

角色，这也令黑鹰衍生出很多不同的

型号，成为一款具有强大通用能力的

直升机。如美军专门为黑鹰开发出了

一套外部储存资源系统，即 ESSS 系

统。该系统增加了可以安装 4个副油

箱或多种武器的机翼，以满足不同的

任务需要。像HH-60J"松鸦鹰"救援直

升机，就拆除了作战设备改为挂载 3

个副油箱和 RAST 助降系统来满足从

船上起降执行救援任务的需要。而对

于执行战斗搜救和特种作战任务的

MH-60S，则一般会加装红外热成像

仪和导弹激光指示器等设备执行任务

。除此以外，不同用途的黑鹰直升机

还会根据用途，研发专门的型号来执

行任务。如美国海军在 S-70B 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 MH-60R 多任务直升机和

MH-60S"海鹰"。

黑鹰直升机一经诞生就凭借优异

的性能，出色的生存能力，良好的可

维护性和强大的通用性获得了美军的

一致好评。黑鹰直升机几乎可以说集

合了 10 吨级通用中型直升机的绝大

部分优点，这使得黑鹰直升机尽管历

经近 50 年的时间，依旧是中型通用

直升机领域内的佼佼者之一。

黑鹰直升机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黑鹰直升机的环

境适应性非常好，可以在高原高温等

极端环境下保持出色的性能。因为有

了越南战争的经验，再加上美军要求

全球作战的军事能力，所以对于直升

机的使用环境要求很高。美军要求黑

鹰直升机可以在全世界 90%的地域内

执行作战任务，其标准作战环境设定

为大气温度 35 度，海拔高度 1200 米

。相比于其他国家的设计要求，在设

计环境上"黑鹰"要高出不少。而且还

要求黑鹰直升机可以以 7.7 吨的重量

在 3000米的高原上悬停作战，航程至

少要达到 600 公里，最大速度为 268

公里/小时。这无疑对发动机和飞行

控制系统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

也得益于黑鹰直升机严苛的使用环境

要求，它在极端环境下的战备出动率

还是比较不错的。我国曾在上世纪80

年代进口了一批黑鹰直升机用于高原

环境使用，它们至今仍是我国高原环

境下的主力直升机之一。除此以外，

黑鹰直升机还具有防沙防冰的能力，

在沙漠或严寒地区依旧可以正常使用

。

同时，黑鹰直升机极强的通用性

也是它成名于江湖的绝技。它在整体

设计上预留了很多适配不同任务的接

口，便于在实际战斗中调整和改装飞

机。给黑鹰加装武器系统就可以变身

武装直升机或反潜直升机，增加救援

设备就成了救援直升机。这让黑鹰直

升机非常适合随着不同的需求调整用

途，真正做到了一机多能。通过对黑

鹰直升机进行隐身设计，即使狡猾如

本拉登，也在隐身"黑鹰"的突击下命

丧黄泉。"黑鹰"近乎完美的通用性也

令它在通用直升机领域成为了业界标

杆般的存在。此外，黑鹰直升机的价

格也不贵，维护保养也比较方便。"

黑鹰"整体上比较朴实耐用，再加上

独特的干运转性能，即使在没有润滑

油的条件下也可以持续工作至少 30

分钟，这使得黑鹰直升机在任务冗余

度和维护保养方面也是非常优异。

正因为黑鹰直升机性能优异，再

加上它在多场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中

表现不俗，"黑鹰"才成为了 10吨级中

型通用直升机的业界标杆。"黑鹰"近

乎完美的满足了美军对通用直升机的

需求，并发展出了多种改进型号和专

用型号，可以说是一款非常成功的直

升机。不过，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

不湿鞋。美军对黑鹰直升机越来越倚

重，承担起更多作战任务的同时，黑

鹰直升机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敌方各

类武器攻击的目标。比如1993年美军

在索马里发生的黑鹰坠落事件，在阿

富汗和伊拉克的治安战中也都有"黑鹰

"被击毁的战例。在这方面，美军也在

不遗余力地对黑鹰直升机进行现代化

改装和升级，增强黑鹰的作战性能。

这也让黑鹰直升机还将继续服役相当

长一段时间，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老

兵，黑鹰直升机还将继续战斗下去。

老当益壮的空中轻骑兵
通用性近乎完美——黑鹰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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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投資房產你需要瞭解的租賃事項在美投資房產你需要瞭解的租賃事項

欲在美國投資房產欲在美國投資房產
你要瞭解的租金回報率你要瞭解的租金回報率

很多中國人在美國購置房產後可能投資者並不出國居
住，而只是進行投資。配置美國房產，再將美國房產出租、以
獲得穩定的租金收入是最常見的投資方式。不過，限于環境、
政策不同，大家對在美國買房後，如何將自己的房產出租獲
利及管理？

數年以來，美國成為備受國人青睞的國家。在海外資產
配置的熱潮中，機遇已經擺在眼前，但規避風險仍不能忽視，
該怎樣合理配置美國房地產，安全配置房產以及省心當房東
成為購房者普遍關心的問題。

出租方式
美國政府允許海外購房者者出租自己所購買的房產，從

中獲得房租。那麼在美國的房產該如何出租與管理呢？房屋
出租無非是兩種方式，自己管理，或者由讓專業出租公司來
管理。前者適合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投資者；後者較為適合不
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投資者。

如果業主長期居住美國，就可以通過自
己出租管理的方式來進行

租金的訂定要符合市場，勿定價過高，否則空屋的時間
就是損失。在美國沒有無法出租出去的正常房子，只要租金
合理的話，一般一個月之內就可出租。

選擇房客不僅要看房客的信用，而且要看房客的工作
穩定程度。

因為自己在美國，所以可以及時收取房租，一旦有違約
不付時，可以儘早通知房客，以備及時處理糾紛。

如果選擇自己管理，雖然可以節省一些費用，但您必須
要清楚的瞭解美國房地產租賃的條款，而且房屋租賃法規
定房東必須提供給租客一個固定的美國當地地址，以便他
們有問題可以隨時聯繫你。而且必須提供租客一個緊急電
話號碼，他們需要幫助時可去幫忙；房東需要瞭解當地房租
的變化，租客若未按時付房租，房東即刻要采取法律行動。

這些要求對海外投資者來說，不僅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和精力去關注，更會浪費很多不必要的花費如機票電話費
等等。

因此，對于海外投資者，由專業的房屋管理公司管理和
出租房屋更為合理。

如果業主長期無法居住美國，就可以通過物業管理公司
的方式來進行

房屋管理公司的主要職責：
•刊登房屋廣告，找到租客
•刊登房屋廣告，找到租客起草租房協議，確認房租及

各方職責
•對租客進行信用調查、租房歷史調查、工作收入確認、

犯罪記錄調查，以確保房東利益
•每月收取房租，並轉入房東賬戶
•定期進行房屋檢查，向海外的房東通過郵件或電話彙

報
•如有需要，對房屋進行周期性維修和保養
•代理房東進行年度報稅
•協助處理與租房有關的法律糾紛，如未支付房租；如

果房客不付租金，需要專業律師驅趕房客，律師費在
$600-1000左右，為時需要3個月，這算是風險之一

•房租合同結束後,結帳退房
•重新刊登房源，找到新的租客

委托房屋托管公司的流程
•業主和經紀人簽訂一個委托租賃的協議書
•經紀人幫助尋找合適的房客，通常經過MLS房源共享

系統，發布租賃信息，加上經紀人個人平面廣告及網絡媒體
去尋找租客。

•在所有租客提出的申請書中，選擇最適合的簽訂租房
合約，並完善租賃的細部內容。

收費標準
•尋找到房客，租約簽訂後，委托出租的傭金（房產經紀

費用）一般為全年租金的6%~8%（按實際情況而定），房屋管
理的費用一般為月租金的5%~10%

•管理公司會要求房客房租每月一付，押金交納1-2個
月。

•需提醒的是，房屋（內外）修復費用、驅逐所需律師費
等需業主自付，管理人員只負責執行。平時的維修，如果屋主
不在美國的話，可由管理公司負責尋找維修人員報價，由屋
主定後，才開始修理。（（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相信大家在選擇投資房的時候，首要考量的就是租金的
回報，這是沒錯的，而且衡量回報的時候有一些簡單的計算
方法可以幫您做一個初步判斷。

1%原則
年租金回報等于或超出房產售價的1%，這就是一套值

得投資的不錯房產。如果一套要價10萬美金的房產月租金
可以達到1000美金或以上，你就可以考慮購買。

50%原則
如果是貸款買投資房，每月還貸費用不能超過月租回報

的50%，否則就不是一筆有價值的長期投資。

費用計算
如果你想再進一步確定這套房產能給你帶來多少淨收

益，首先要詳細瞭解每月需支付的費用。雖然每套房產費用
不一，但是總體來說包含：貸款還款支出、房產稅、房產保險、
物業管理費、業委會管理費、空置率(月租的10%)和維修費(
月租的5%)。

年租金減去以上費用的總和再除以12就可以得出你的
投資房每月帶給你的現金收益是多少。

最後，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年回報率的計算：比如，購

房價格是170000美金，扣除所有支出，你得到的年淨收益是
12000美金，用12000除以170000等于7%的年投資回報率。
從投資理財角度說，高于5%的年回報率投資都是不錯的選
擇。（（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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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在几大国粹中，除了京剧、中医、

书法和太极拳而外，恐怕就要算搓麻将

最为普及了。京剧玩票娱乐，中医悬壶

济世，书法陶冶情操，太极拳强身健体

，而搓麻将就像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说

来奇怪，我们炎黄子孙本不是好战民族

，却对搓麻情有独钟，不仅国内男女老

少皆玩，而且国外凡有华人处，亦可听

到搓麻的“噼拍噼拍”声。这或许可以

归结于具有大陆文化特点的性格保守，

人们畏惧战争成本过高，只能在方台之

上小打小闹，你争我抢，过一过战斗的

瘾。凡是战斗总是有输赢的，而搓麻将

输赢的不只是钱，有时候还有人品与格

局。

过去搓手洗麻将，一般在自家的八仙

桌上，麻将正面材质为象牙，上面雕刻

上花色，背面是竹片。象牙的背面刻有

凹槽，将竹片一面削成一条榫，对准榫

、槽，将竹片与象牙相合，一只麻将牌

就制成了。因为象牙珍贵，所以过去的

麻将牌比现在的要小得多。上了年纪的

人，为了看清麻将的花色，搓麻时还得

戴上老花眼镜。将一副牌码好，起牌毕

，用拇指、食指与中指从牌堆里取出牌

，将牌夹在拇指与中指间，翻转手腕，

看清来牌，然后根据牌势作出综合判断

，舍去不需要的张子，再取牌、出牌，

直至一局牌结束。就听得有人兴奋地喊

出一声：“胡了！”其他三人先审视其

牌型，然后按照约定的规则与之结算筹

码。接着推倒残牌，大家一起在桌上将

麻将牌来回推旋，再依次一一码好。只

见庄家将骰子握在手里抖动几下，猛然

往长条形的牌壁上一撞，等旋转的骰子

停下来，看清点数才开始起牌。新的一

局就这样又开始了。

现如今科技发达了，人们都玩自动

麻将。麻将牌一般都是用酚醛树脂制作

的，正面均为白色，上面刻着字或者

“筒”“条”“万”的图案，背面的材

料中混合了黄、蓝、绿等不同色的颜料

，很容易甄别。在麻将牌里植入磁性材

料，利用电磁原理，洗牌就完全由机器

承包，再由传送带一一把牌自动码好。

现在城市里满大街的茶馆，店名起得很

有情趣，比如“风敲竹韵”“梅兰竹菊

”“柳浪闻莺”什么的，其实都是麻将

馆，因为国家法律禁赌，经营者起这些

店名是为了欲盖弥彰，稍微上一点档次

的麻将馆都设有小包厢，这样更加隐蔽

。有的麻将馆装潢还很考究，茶几、靠

背椅、筒灯一应俱全；房间里有空调，

地上铺设了地板，墙上还挂着水墨画，

看上去还有点书卷气。每一只包厢只安

放一台麻将机，想搓麻将，牌友电话相

约，按时到场。四个人在自动麻将机前

环形而坐，清茶一杯在手，接通电源就

可以开战了。一副牌胡了，牌友相互结

帐完毕，将散牌推入牌槽，合上槽盖，

另一副由机器码好的牌便又自动推了上

来。几乎没有什么耽搁，接着再搓另一

局牌，这比搓手洗麻将方便多了。

人皆有好奇心，对悬念有强烈的探

索欲望，这可能就是国人喜爱搓麻的原

因之一。搓麻的悬念在后头，即使起始

为一把烂牌，随着牌局的进行，牌势也

可能越来越强，若是最后再来一个“杠

头开花”，倒胡了一副大牌！有时，虽

然你的牌势不强，但成就了牌友一把

“屁胡”，这就破坏了别人的大牌，起

到“少输即赢”的效果。对手只能干瞪

眼，到哪里说理去？只好自认倒霉。搓

麻有点像处对象，起初没啥感觉，对方

的长相、气质很一般，然而处着处着，

你发现她心地善良、温柔贤淑、聪慧过

人，慢慢地倒觉得找到意中人了，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这与打扑克有天壤之别

。打扑克就像居家过日子，所有的牌都

已经捏在手里，再没啥悬念了，只好按

照规则出牌。你的牌技再高，如果起手

就是一把烂牌，任你如何努力，最后还

是得输，就如同你整日在外辛苦打拼，

遇到一个不善持家的太太，家道也无法

兴旺一样。

国人把搓麻成牌说成“胡了”，可

能借用了江湖的“湖”字谐音。搓麻如

同在江湖上混，如果把上家当作上司，

那么下家便是下属，对家则为与你同级

的同事。搓麻时，之所以习惯哈着上家

，是因为让上家舒服了，比如多碰几次

牌，你就会有好处，那就是你可以多抓

几张牌，以供选择，同时要提防下家，

尽量不让他舒服地“碰”与”吃”，他

若胡牌，与下属篡位又有何异？至于对

家，你给他碰一搭牌，也只是你与他互

换了抓牌的次序，并没有相互制约，再

说你想制约他也制约不了，这就像你对

同一级别的同事是无法制约的一样，你

们只能相互配合。因此，“哈着上家，

防着下家，盯

住对家”，不

仅是搓麻之法

，而且是职场

之道。

如 果 说 搓

麻看做混迹江

湖，那么麻将

台便是一个微

型江湖。江湖

上各式人等，

心性有高低，

格局有大小，

脾气还不一，

习惯有差别。

有的人胡不了牌，不时站起来佯装接听

手机，或者上厕所。他们抱着“赢怕歇

，输不急”的理念，寄望通过牌局之外

的“招数”能换一下“手气”。有的人

一上来就胡了一把牌，马上喜形于色，

洋洋得意，殊不知这只是“锅盖胡”罢了

，接下来手气背，长时间不胡牌，便“怪

三怪四”的，弄得牌友兴趣索然，这游戏

还有什么意思？还有的人起始明明是一把

好牌，还“兵不厌诈”不停嘀咕：“怎么

是这么一把烂牌。这还怎么搓？”于是其

他牌友便不把他当作主要对手，等到他胡

了大牌，顿时傻眼了，原来是耍“瞒天过

海”之计呀！职场上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

，说一套做一套，你若是把他们的话当真

，多半是要吃亏的。有的人一直胡牌，表

现得很低调：“承让，承让，这一局又是

我胡了。”就像有些人在职场一路顺风，

不断获得升迁，平时也得表现谦虚，否则

就会招人嫉恨。

任何一种博弈拼的都是运气，搓麻

也不例外。所谓运气是指能给人带来好

牌或烂牌的一种内因。牌运好坏在一定

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和基于这种判

断对牌的取舍。搓麻能否胡牌看似偶然

，但偶然之中有其必然。偶然与运气并

不是同一个概念。偶然是一种概率，一

种小概率事件，就像你每天走出家门，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可能遇到一位

分别多年的朋友，也可能被一辆疾驰而

过的的轿车溅了一身泥水。运气则完全

不同。运气好坏取决于你对偶然做出的

反应以及别人是否愿意助你实现目的。

创造运气是一种技能，是你对待自己所

掌控的牌局的一种能力。你在搓麻过程

中不断作出调整，将点滴的好运不断积

累，最终实现胡牌。人在江湖也是如此

，好运和背运循环交替，有些事情不是

我们所能掌控的，比如有些遗传疾病，

但是很多事情是我们能够努力的，比如

获得上司赏识、赢得某个姑娘的爱情。

因此，人要努力，不断调整自己，尽量

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才容易获得成功

。据概率论，所有发生的事件，不管概

率大小，都不是偶然。要提高成功的几

率，就得审时度势，比如明知自己无法

胡牌，就不能胡乱出牌，而应该“抓大

放小”，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论起搓麻输赢，算起来众人皆输。

包赢不输的是麻将台子——麻将馆每次

都收费的。朋友、同僚之间搓搓麻将，

某一次你赢了钱，切莫花天酒地，因为

“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木秀于

林，风必摧之”，即使你的牌技再高，

搓麻也不能一直赢钱，最好输输赢赢，

否则“狂风挽断最长条”。人生很短，

而搓麻只是一种娱乐。所谓“金杯、银

杯都不如在牌友中的口碑“，搓麻不能

把输赢看得太重，抱着“输了钱，赢得

快乐”的心理，往往玩得开心，毕竟人

活得有意思比活得有意义重要。人一生

可以无成，但不能无趣，同样搓麻可以

不胡牌，但不能失去搓麻的乐趣。沉郁

的搓麻风格，本质上是想赢怕输；洒脱

地搓麻就是看淡输赢，如同面对苦难时

幽默一般。借用王小波“活过，爱过，

写过”的经历，作为牌友只要“搓过，

玩过，胡过”便行了。

在电影《色戒》里，有几场耐人寻

味的麻将戏，不仅通过几位太太的语言

了解到时局，而且从搓麻招式可以看出

人物的暧昧关系。那个老谋深算的易先

生在牌桌上勾引王佳芝采取的手段就是

想方设法不停地给她喂牌。台湾作家柏

杨先生就善于在牌桌上观察人性，曾在

一篇文章里分析道：“一个人个性和品

格的观察，仅从表面上判断，不容易得

到结论，但若请他打个小牌，便很容易

看得明明白白。有些人一夜不和牌都不

动声色，有些人两圈不和牌，就像‘光

隆轮’一样，浑身冒起烟来，爆炸一次

又一次。”

牌友格局有大小，搓麻风格存差异。

有的人喜欢做大牌，不要别人“点炮”

，非自摸不胡。他们并非好高骛远，而

是具有超强的心理素质，根本就看不上

“小鸡啄米，粒粒下肚”式的积小胜为

大胜，而是期待“一战定乾坤”。即使

他们胡了大牌也只微微一笑，这样的格

局常常让其他牌友搓得汗毛直竖，又情

不自禁地尊敬他。有些人牌还没摸到一

半就已经构筑防线，立志不胡，既不

“点炮”，也不“放牌”，完全一副

“等死”的模样。这类牌友往往格局不

大，殊不知你放弃了胡牌就给别人提供

胡大牌的机会。最让人讨厌的是那些牌

技很差还喜欢复盘、指指点点批评别人

搓得差，完全是“事后诸葛亮”，絮絮

叨叨的，听得人很心烦，哪还有搓麻的

乐趣？

生活有点像搓麻将，“牌堆”里有

勤劳、友善、真诚、豁达等好牌，当然

也有懒惰、奸诈、虚伪、刻薄等烂牌。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牌，舍弃什么样牌，

最后人生就会“胡”什么样“牌”！

微型江湖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巴基斯坦伊斯蘭堡消息：巴
基斯坦航空公司發言人周五（5
月22日）說，巴基斯坦國際航
空公司的一架載有100多人的
航班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墜毀。

巴基斯坦航空部表示，此

次航班搭載99名乘客和8名機
組人員。

巴基斯坦國際航空發言人
阿蔔杜拉·汗（Abdullah Khan）
表示，這架客機從拉合爾（La-
hore）起飛，原定於卡拉奇
（Karach）的當地時間下午 2:

30降落，但從雷達中消失了。
他說，緊急響應協議已經

激活。
在社交媒體上從現場發布

的錄像顯示，火焰、煙霧和在
一塊似乎是建築區的街道上堆
滿了瓦礫。

巴基斯坦國際航班巴基斯坦國際航班
在卡拉奇墜毀在卡拉奇墜毀 107107人無人生還人無人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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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

全国两会，一年一度。今年推迟
召开，是正视疫情的影响；推迟也要
召开，则体现出“拿住了”疫情的自
信。

这个自信绝非盲目，最根本的
来源是抗击疫情的成效。湖北保卫
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
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
成果。各地的经济社会生活也随之
逐步恢复正常。

这个自信绝非过度，最明显的
表现莫过于公众的行为：不管是在
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商场、餐馆等
公共场合，人们都自觉保持安全距
离，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是出门
第一步，洗手是回家第一步。

这个自信绝非暂时，最有力的
保障来自各地各部门的常态化疫情
防控。尽管有个别地区出现了聚集

性病例，但相关地区迅速控制住了
疫情传播。同时，疾控力量及时举
一反三，补齐短板。慎终如始，则
无败事。

我们有理由自信。犹记寒冬那
些日子里，人们依然深信：没有一
个春天不能到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坚定信心，不要被问
题和困难吓倒。”而今，中国凭借
自己的力量，凭借千千万万普通人
的力量，上下一心，扛过了最艰难
的时期，并为世界抗击疫情做着积
极贡献。

自信是最美的表情，是通过千
千万万普通人汇聚起来的。人民才
是真正的英雄。中国拥有这些自信
的人民，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中
国战疫必胜的密码，就在这里。

熊 建/文

图①：4月7日，上海虹口区
瑞虹10号项目工地上，安监人员
通过“智能巡查安全帽”录像照
明功能巡查工地安全。

杨建正摄（人民视觉）

图②：4 月 24 日，浙江省杭
州市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复
课的学生在跳绳。

王建才摄（人民视觉）

图③：5月8日清晨，湖南省
江永县潇浦镇永阳路，环卫工人
唐翠英在清扫间隙小憩。

田如瑞摄（人民视觉）

图④：4 月 25 日，江西省九
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花卉基地，
花农在使用网络平台直播推销多
肉植物。

杨风胜摄（人民视觉）

特刊统筹：龚 雯 杨 凯
特刊编辑：叶晓楠 熊 建 孙 懿

邱海峰 潘旭涛 张一琪
孔德晨 李嘉宝 刘乐艺

视觉设计：潘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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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②②

④④

看！中国自信的表表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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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報紙 黃頁 網站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本文原作者: Deborah Schoch；編譯：Regina
Ngan】 根據AARP樂齡會和全國醫護聯盟（NAC）的最
新報告顯示，全美現時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成年人（總計
5300萬）為不領薪資的家庭照護者。照護者的數量由
2015年的18%攀升至2020年的超過21%，增加了950
萬位成年人。他們提供購買雜物、處理傷口以及管理藥
物等各項服務。最大的增長來自那些照顧50歲及以上的
人士，由2015年的14%升至今年的17%。報告指，許
多接受照護的人均為嬰兒潮世代(boomers)，年齡介乎55
至75歲之間。事實上，嬰兒潮世代正由照護親友者變為
被需要照護者，因此，他們的孩子和孫子們需要加快腳
步補上。

AARP樂齡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高級副總裁兼主
管Susan C. Reinhard，亦是這項報告的重要一員說：
「我們總是談論一般的照護者，今次我落力推動談論

照護者的各個層面。」 Reinhard表示她對家庭照護者
的興趣應該追溯到她作為客席護士的日子，當時他們
正是 「開啟這道門的一群。」 該報告是自1997年起發
行的一系列報告中的最新版本，數據基於2019年對1,
392名18歲及以上的照護者進行的網上調查。

「你想打這一仗嗎？」
Bethany Robertson是一名千禧世代，現居佛羅

裡達州。當時只有27歲的她，卻要肩負著照顧自己摯
愛的祖母Maria Viviano的重任，因為祖母在新澤西州
受到嚴重中風的煎熬。

直到去了醫院，Robertso才知道祖
母已經把其醫療和法律授權書付予給她
。在新澤西州醫院中經歷了慘淡的醫療
預後，她向祖母詢問其意願。

「我問： 「你想打這一仗嗎？」 ，
她看著我，非常堅定地點頭。 」

在生死之間徘徊過後，Viviano逐
漸康復了，但說話和動作能力有限。當
Robertson詢問祖母是否較想選擇療養
院時，迎來了祖母的一雙淚眼。

Robertso知道在家照護祖母是她唯
一的選擇，所以她索性把祖母移居至她
在南卡州查爾斯頓市的公寓內，與她的
丈夫同住。她努力尋找可靠的認證醫護
助理來幫助她，但找不到合適的人選。

雖然照護之路真的很艱難，但儘管
如此， 「我們分享了許多很棒的時刻。
」

Viviano住在Robertson的家中，並
在接近兩年後，在家人的陪伴中安詳地
離世。

在熟悉的社區中迷路
住在西雅圖的Jeanne Wintz是丈夫Jim的主要照

護者，這個角色始於他第一次出現癡呆症的早期跡象
。他曾任職精神病學社工數十年，現在她對把他獨自

留在家感到不自在。
Wintz 說： 「我發現

他在我們住了40年的社
區中迷路。」 現年72歲
的她，身體尚算健康，而
她的丈夫今年89歲。為
了他的安全起見，他們搬
到了獨立生活綜合住宅大

樓。他在這裡參加定期 「記憶健身」 班。
Wintz會用電子試算表來紀錄丈夫的所有預約時

間及地點。畢竟，她以前曾在一家大型研究公司擔任
要職。不過她是一個例外。超過四分之一的照護者(較
2015年高出19%)表示，他們很難跟上此類型的護理
。

AARP樂齡會的Reinhard表示： 「協調照護不應
該這般困難。」 他認為，照護者應該成為官方照護小
組的一部分。

了解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資訊，
請瀏覽 AARP 樂齡會中文官網專頁 https://chinese.
aarp.org/covid-19/ 或掃描下方二維碼，關注AARP樂
齡會官方微信公眾號。

人口普查社交媒體消息人口普查社交媒體消息
(本報訊）親愛的人口普查合作

夥伴,人口普查局正在進行的調查有
助於衡量大流行和其他緊急情況的
經濟影響,為國家最終恢復制定計劃
。 #NationalEMSWeek 認 識 到

EMS工作人員向社區提供的工作,
如果沒有人口普查數據,EMS工作
人員將得不到迅速有效地應對緊急
情況所需的資訊。今日2020Cen-
sus.gov響應,確保您的社區做好了

應對任何緊急情況的準備。
正在進行的調查 1080p 安全性

第 一 視 訊: 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yKgeweuen4o

五分之一美國人正在提供五分之一美國人正在提供
無薪的家庭照護服務無薪的家庭照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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