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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六月成屋銷售激增超六月成屋銷售激增超2020%%
疫情之下美國樓市復蘇可持續嗎疫情之下美國樓市復蘇可持續嗎？？

根據全美房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六月
全美成屋銷售較五月上漲21%，這是自1968
年數據統計以來最大的月度增幅。此前該數
據曾連續三個月下滑，六月的數據仍同比下
滑11.3%。

成屋銷售數據統計是根據合同簽約完成

、房屋交割來計算，因此
這一數量代表來在四月
底至五月的房屋簽約數
量，是在全美多地經濟
重開以及疫情在一些地
方近期有所抬頭之前的
數據。

Realtors 首席經濟
學 家 Lawrence Yun 表
示，根據當前數據和一
些房產經紀人的體驗，
房地產市場當前非常火
熱，同一房源經常會有
多家競價。不過 Yun 還
表示，城市地區的房源
相比之下沒有那麼火熱

，而在小城鎮或是郊外的上升趨勢非常明顯。
如果房屋庫存充足，房產銷售也許會更

加強勁。截止六月底，代售成屋數量較去年同
期下滑了18.2%至157萬套，根據當前銷售量，
相當于只夠賣四個月的庫存。去年六月市場
上要多出35萬套房源。

另外，住房抵押貸款固定利率在過去幾
周一直在地點盤旋，還一度跌破3%至歷史最
低谷，這給了潛在賣家更多的購買力，上周抵
押貸款申請人數同比上漲19%。不過，利率下
滑同時也助推了房價。六月成屋房價中位數
同比上漲了3.5%至29.53萬，這是統計以來的
最高水平。

諮詢集團Bleakley的首席投資官Peter
Boockvar表示：“問題在于，當這些此前擱置
的需求被滿足之後，房屋銷售是否能伴隨著
就業和收入持續增長。”他還指出，“千禧一代
的購房需求在未來是一個巨大不確定性因素
。”

按照地區來看，東北部成屋銷售六月比
五月上漲 4.3%，中西部漲 11.1%，南部上漲
26%，西部則飆升31.9%。

房產專家擔心在一些地區疫情重新抬頭
引發的二次經濟關停會影響房屋銷售。Yun
表示並不擔心房價受到影響，而是擔心銷售
額。因為當無法實地看房時，買家當中只有
7%選擇了線上看房。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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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抵押貸款市場變得異常火爆，創下金融危機
以來三個月的最大漲幅。據行業研究機構Inside Mortgage
Finance的數據顯示，在7 - 9月當季，貸款機構發放了7,000
億美元的房屋貸款，為14年來最高金額。全年的抵押貸款發

放量有望達到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2006年是上一輪房地產熱潮的頂峰。不
斷下降的利率刺激房主們用高利率抵押
貸款換低利率抵押貸款，以節省月供。再
融資讓抵押貸款機構忙得不可開交，不
過房屋銷售並沒有像經濟學家預期的那

樣復蘇。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預計，家庭裝修

熱潮將以失敗告終，並且報道說，住房市場凸顯了美聯儲降
低“保險”利率的承諾和限制。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tors)的數據顯示，過去3個月，美國房屋銷售出現了同比增長
，扭轉了持續一年多的下滑趨勢。但9月份的銷售額較8月份
下降了約2%，這表明市場很難保持新獲得的增長勢頭。抵押
貸款利率下降通常比再融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刺激購房，因
為人們需要先買房。這可能意味著，隨著被低利率吸引回市
場的買家繼續結束交易，銷售狀況還將持續幾個月的改善。

CoreLogic公司的副首席經濟學家Ralph McLaughlin說
:“過去幾個月給我們帶來了一線希望，即低利率正在引導成
屋銷售上升，看起來房屋銷售有一條健康的上升通道。”

據數據和科技公司Black Knight Inc.的數據顯示，7、8月
份再融資活動較上年同期增長了75%。Black Knight稱，創紀
錄的1,170萬人若在9月初再融資，抵押貸款利率將至少降低
0.75個百分點。

埃裏克•奧沙利文(Eric O 'Sullivan)今年1月在康涅狄格
州的Old Lyme買了一棟房子，當時抵押貸款利率在4%左右
。但今年以來，利率一直在穩步下降，這促使他的抵押貸款貸
款人提醒他有可能降低利率，他本月以3.49%的利率進行了
再融資。當他再融資時，他的房子也被估價更高，因為他投入
了大量的工作，額外的股權讓他可以取消抵押貸款保險，進
一步降低他的月供。奧沙利文說：“我沒想到能重新融資，我

想都沒想過。”
美國最大的抵押貸款機構富國銀行(Wells Fargo & Co.)

的高管本月說，該行上一季度的抵押貸款較前一季度增加了
50億美元，其中再融資占其貸款發放的比例更大，他們預計
第四季度將與第三季度持平。

當克裏斯•杜茨(Chris Dutz)對其位于新澤西州米爾斯
通(Millstone)的殖民地風格住宅進行再融資時，在本月他將
利率從4.25%下調至3.75%。他說，他等了大約一年的時間。
他還從聯邦住房管理局擔保的貸款轉向了傳統貸款，取消了
一些費用。他估計自己每月能省下大約300美元，這意味著
再裝修的費用在幾年內就能收回來。他說：“我想扣動扳機的
時候，一切都是為了時機，我很長時間都不會碰我的貸款了。
”

紅衣主教金融公司(Cardinal Financial Co.)負責處理杜
茨貸款的高級副總裁迪布格納拉(Ralph DiBugnara)說，過去
三個月左右，他的公司業務增長了15%到20%，他表示，這種
增長是融資和購買的結合。

就在幾個月前，房地產業還在為賺錢而苦苦掙扎，第三
季度的反彈頗受歡迎，這緩解了人們對抵押貸款市場潛在脆
弱性的一些擔憂。獨立的非銀行貸款機構目前約占所有住房
貸款的一半，它們沒有銀行那麼多的資本在低迷時期保護它
們。米爾肯研究所研究員、政府抵押貸款公司Ginnie Mae前
總裁Ted Tozer表示："我希望人們不要失去理智，認為這將
永遠持續下去，他們希望能存下一些他們需要的現金，這樣
他們就能更好地應對經濟衰退的到來。”

總部位于波士頓的Gibson Sotheby's International Re-
alty的董事長賴瑞•裏德奧特(Larry Rideout)說，利率並沒
有像他預期的那樣對購房市場起到很大的提振作用，因為年
輕買家已經學會了把低利率視為理所當然。裏德奧特說：“我
們認為它極具吸引力，但千禧一代多年來一直是這個比例。”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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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圖表：：抵押貸款發放抵押貸款發放

利率下降推動抵押貸款市場達到利率下降推動抵押貸款市場達到
危機前的水平危機前的水平

在國內，父母將房產傳給子女並不是很
麻煩，父母如果健在，那麼可以直接把房產
過戶到子女名下，一旦父母去世，那麼，房子
作為遺產自然而然就由子女繼承。但在美國
，就大不一樣，父母如果是將美國房產傳給
子女的話，將會牽扯到許多稅收問題，且美
國稅收不低。

如何做才能達到省稅的最佳效果？可是
有不少講究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法：

1、贈與
這種方式的缺點就是：除非父母想申請

Medicaid,否則生前贈送房屋給子女則比較
不合算。

2、繼承
即許多父母都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能

把子女以後的生活安排好，所以很多父母就
會送房子給子女或者把自己名下的房產轉
移到子女名下，確保子女有個生活保障。

繼承與贈予有何不同？
繼承是當父母百年之後子女接手房產，

如果父母還在世的話就叫贈與。繼承稅和贈
與稅某種程度上己經結合在一起了。

但美國的繼承稅很高，所以如果以繼承
的方式就要看父母生前的免贈與稅額（包括:
繼承稅）有沒有餘額，如果有，就可以用餘額
來抵部分遺產稅，每個人一生中的遺產稅和
贈與稅的抵稅總額是543萬，一對父母就有
1000多萬的額度，所以只要這個房產在1000
萬以內，並且之前都沒有用到這個金額來抵
贈與稅的話也是不需要繳，繼承稅的，所以
這點是個贈與一樣的。

但如果父母是外國人，只有6萬美元免
稅額，所以可能會有相當重的遺產稅。

可是，對于接受房產的子女來講，如果
要把這房產賣掉，要繳個人所得稅，這個所
得稅怎麼算就要看父母是以哪種方法把房
產轉給子女。專家表示，建議所有要賣房的
客戶將所有整修房子的收據留存，這些都可

以算到房產成本裏。

3、信托
信托有好多種，最常見的是叫 Quali-

fied-personal-residence trust 專家表示，如
果房產超過 1000多萬，又或
者父母想老年有保障，比較建
議采取這種方法。信托的方式
也是對父母的一種保障，因為
信托只是把房產委托給子女，
父母還是持有房產的產權，所
以他們是可以選擇繼續住在
房子裏一定的時間，子女是沒
有權利把他們趕走的。

4、購買人壽保險
不論是美國身份還是外

國人，都可以通過購買人壽保
險的方式降低財富傳承的成
本。美國保險費率只有國內的

六分之一、香港的三分之一，而政府對于人
壽保險受益人的所得，是免徵稅的。因此，通
過生前購買保險，可以非常大程度降低子女
繼承遺產時所需要承擔的費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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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房產傳給子女的美國房產傳給子女的44種方式省稅種方式省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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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天地

有時候，你需要一記巨大的耳光才能把
你從重複愚蠢的錯誤中喚醒，不是嗎？即使
是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也可以每隔一段時
間被提醒一次，以堅持基本的原則，並利用
教訓回到正軌。這就是我上周的課程內容，
我想和你們分享，不管你是新手還是老手，
只要你在房地產投資領域工作，有一件事會
對你的事業產生持續的影響，影響你的個人
生活、精力水平和銀行賬戶。

也就是說，確定誰是你的核心客戶群，
並與那些有動力的人一起工作。這很簡單，
不是嗎？不要和那些沒有準備好、沒有能力、
沒有意願做決定的人一起工作。無論是確保
買家在你讓他們上車看房子之前就具備了
資格預審，還是審查一個造訪你投資房產的
租戶，都適用同樣的規則。如果主要的問題、
回答和行動與他們頭頂上閃爍的“我準備好
了，有動力了”的提示燈沒有關聯，他們就不
是一個理想的客戶。考慮到他們可能就在這
條路上，所以建立這段關係可能就是所需要
的一切。但是，如果你聽到的是一大堆藉口、
推諉和冷漠的語言，那麼感謝你的幸運星吧
，你又通過了一個“不”，另一個“是”就要來
了。

1、執著

我的特長是與那些面臨止贖的人一起
工作。如果你想要一個被激勵的理由，那就
是直視他們的臉，但即便如此，這種態度也
可能從困惑、絕望轉變為投降，其間還夾雜
著擔憂的時刻。我最好的客戶是那些采取

“可以做”的態度，在整個過程中作為一個團
隊與我們一起工作，並堅持計劃的客戶。我
們總是讓我們自己可以回答任何可以關心
的問題，甚至有時進行適當的發泄。

然而，我接受了一個客戶，一開始是有
動機的，然後決定讓房子進入止贖狀態。我
知道我可以在房子上做買賣，不需要為任何
損失支付任何錢，也不需要為任何損失交稅
。我戴上心理學家的帽子，說服他們，制定了
一個更合理的游戲計劃，進行賣空交易。畢
竟，這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我有更多的工
作，他們保留了優勢。所以，我想一旦我施展
了我的魔法，他們就會回心轉意，于是我繼
續進行一場原本應該優雅離開的戰鬥。

隨之而來的是電話、短信、感興趣的人
發來的電子郵件、我為了推遲止贖日期而寫
給貸款人的信件，以及正在進行的跑腿工作
。我們得到了一個高于全價的報價，貸款人
同意延長止贖日期，而賣方說要取消，讓它
去止贖，第三次了，這讓我大吃一驚。

這樣的事情很少發生(當所有的事情都
對賣方有利時)，我簡直不敢相信。但這讓我
很失望，我沒有和一個積極的人一起工作，
我和一個害怕的人一起工作，他曾一度伸出
手，但現在不再關心我了。我做了我說過要
做的每一件事，履行了我的職責，打消了他
缺乏動力的想法，因為我有信心和能力讓事
情發生，但....那又怎樣？在路上的某個地方，
他退出了，我沒有理會他想退出的願望，我
不是一個輕易放棄的人，我為我的客戶奮鬥
，我不相信他不會回來，我的固執使我對這
種愚蠢視而不見，這對我是常有的好事，這
是誰的錯呢？可能是我的。

2、保持簡單
當我把他的交易從我的白板上抹去，取

消了出售，並讓貸款人知道賣家不再希望繼
續做空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解
脫。為什麼我要為一個不在乎我的人如此努
力？這讓人筋疲力盡，而交易應該是令人興
奮的，但在這背後，有更多的賣家在等著，這
讓我更加感激他們。如果你有疑問，這裏有
一些引導問題：

(1). 你為什麼需要賣出/買入？(僅僅因為
不是很自信)

(2). 你什麼時候需要這個？(時間表有助
于確定準備和需要的程度)

你要確保他們準備好了、願意了、有能
力了，這樣才能成為好客戶。在約會的世界
裏，這相當于懷疑他們是否“喜歡你”，如果
你在努力尋找答案，並不斷追求，那麼答案
是“可能不會”或者“繼續”。

在你的生活或工作中，你讓什麼人或什
麼事阻礙了你的進步？如果你是一個新手，
你是否在追逐每一個機會，並“試圖”做成一
筆交易，只是為了說“我在董事會有一個位
置？”你是在給買家看那些除了抱怨什麼都
不做的房子嗎？如果你在獲取有動機的線索
方面遇到了困難，而不是抓住那些沒有意義
的線索，你需要大量工作增加你的線索生成
，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你難道不想知道如何快速識別最佳類
型的潛在客戶，並與那些欣賞你努力的人一
起工作嗎？當你與積極的客戶合作時，你的
業務、生活和賺錢的能力都會提升。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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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布蘭登•特納的博客文章《購買租
賃物業的8個步驟》的後續文章，布蘭登提到
的第一步是，當你打算購買租賃物業時，事
先獲得批准是個好主意(如果你知道你將用
融資而不是全現金購買的情況下)。如果你想
以9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一處房產，卻發現你
只得到了7萬美元的預先批准，這對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好處。然而，如果你剛接觸房地
產投資行業，你可能在第一步就會有很多問
題浮現在你的腦海中，這也沒關係，每個人
都有起點。以下是我在大口袋論壇上看到的
一些問題，讓我們一起探討一下。

1、我在哪家銀行工作？與信用社、當
地銀行或全國性大銀行合作更好嗎？

大口袋論壇上的一些人表示，與當地銀
行或信用合作社合作更容易，而且更好，為
什麼？因為你可以與抵押貸款官員建立關係

，並成為他們的合作夥伴，那麼你得到的
不僅僅是數字了。另一些人則在富國銀
行(Wells Fargo)這樣的全國性銀行中獲
得了成功。

2、我應該從多個出借人那裏得到
多個報價，還是只得到一個報價？

如果你在抵押貸款報價上貨比三家
，一般來說，30天內的所有情況都被視

為一次交易，所以，你絕對可以貨比三家，你
不會一走進車行，就去買你看到的第一輛車
，對吧？記住，你通常需要20-25%的首付才
能買到一個非業主占用的投資物業，貸款人
想知道你是否參與其中，如果你離開房產並
停止支付，你是在拿自己的錢冒險。

3、如何計算DTI比率？什麼是DTI比
率？

DTI比率指的是“債務/收入比率”，你可
以看看其他一些論壇的帖子，比如：貸方如
何計算DTI比率、償還汽車貸款以提高DTI比
率。

4、如果我有信用卡債務，我應該在申
請預先批准前還清嗎？我的信用評分
是多少？

吉米•蒙克瑞夫(Jimmy Moncreif)在一
個播客節目中詳細解釋了貸款人在尋找什
麼，以及如何讓他們說“是”。我認為，如果你
有高利率的信用卡債務，你一定要在獲得預
先批准之前把這些清理掉，信用卡債務被視
為“壞帳”，沒有擔保，使用信用卡並不是一
件壞事，作為一個房地產投資者，持有信用
卡餘額並每月支付20%以上的利息是對你
不利的。

5、什麼是組合貸款機構？
有價證券貸款機構之所以這麼叫，是因

為它們不是把你的貸款賣給房利美(Fannie
Mae)或房地美(Freddie Mac)，而是把它保留
在自己的投資組合中。這些是我上面提到的
你需要在較小的銀行和信用合作社中瞭解
的問題：

•投資銀行調查問卷
•瞭解到哪裏可以找到投資組合貸款

人
•為什麼組合貸款機構對投資者很重

要

6、如果你找到了一筆非常好的交易，
需要融資，但卻無法與傳統的貸款機
構合作怎麼辦？還有其他選擇嗎？

你通常想要嘗試傳統的貸款人首先購
買和持有的方式，因為你持有的房產(貸款)
更長期，但如果你無法獲得傳統的銀行融資
，你還有其他選擇。

（1）硬通貨出借人。這是一種短期貸款，
一般小于2年，你可以用這些錢買房子，可以
進行翻新，然後在期限結束前，從傳統的貸
款機構再融資。

（2）私人借貸者。這些人是你認識的人，
或者是和你有關係的人，他們願意從他們自
己的口袋裏(或者是投資IRA或者401k)借給
你錢。私人貸款人也可以是你的父母或其他
親戚，他們的儲蓄賬戶只有1%的利息，希望
通過投資，你能給他們賺更多的錢。

（3）點對點借貸。像 lending Club 和
Prosper這樣的網站，個人貸款人提供25美
元或更多的資金來幫助你實現整體的借貸
目標。

請注意，這三種選擇在利息方面比銀行
貸款更貴，期限更短(更像是5年或更短)。你
還有其他的選擇，比如用信用卡買房，或者
從個人退休賬戶(IRA)或401(k)賬戶中提款，
但這些通常都是不推薦的。如果你做了功課
，調查了貸款人，並得到了你的預先批准，那
麼你就在成功的路上了。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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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25日通报了案情，同时也对网

传的一些不实消息进行了辟谣，但在这

起骇人案件中，网友表示，仍有一些待

解的疑问。

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据了解，三堡北苑小区是杭州市一

处回迁房，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共有6幢

楼。来某某居住的房子是其名下的回迁

房。多个房产网站显示，目前三堡北苑

房价均价约4万元/平方米。

来某某的前婆婆也住在该小区。前

婆婆介绍，来某某与许某某在结婚前就

已认识，且有过债务纠纷。小区居民介

绍，除了这套正住的房子，来某某还分

到了两套回迁房，夫妻俩曾因回迁房的

归属和装修问题有过几次争吵。

许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家中并无生活压力，还有7位数的存款。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许某某对枕

边人起了杀心？

如何在家分尸又不被邻居察觉？

警方通报称，来某某遇害后被许某

某分尸丢进化粪池。小区居民介绍，因

三堡北苑为回迁小区，隔音效果并不好

。

监控显示7月4日下午5时左右，来

某某和小女儿一起回家。到7月5日凌晨

，许某某称发现来某某失踪的时间共计

12个小时。

这期间，小区居民大多在家休息，

但多名邻居称并未听到来某某家传出异

常响声。来某某在家中遇害后，许某某

如何在家里完成分尸，又不被邻居察觉

？

转运尸体、清理现场仅一人所为？

之前有网友猜测，许某某分尸后，

通过抽回马桶将部分尸体冲入化粪池中

。但多名从事刑侦工作的一线民警表示

，猜测合理但并不现实。

“人体结构复杂，坚硬的骨骼很难轻

易被粉碎，且碎尸产生的大量尸块会堵塞

下水道，更容易被发现。”民警称。

因此，许某某在杀害来某某后，如

何将其尸体运出且在查看监控时也未被

发现踪迹，又是如何在最快时间内清理

现场，未引起邻居和警方的怀疑。转运

尸体和清理现场的环节，是否为许某某

一人完成？

如何避开密集监控？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事发小区分布

着大量摄像头。至少有3个摄像头能拍到

化粪池周边的监控影像。

不仅如此，若在化粪池井盖处抛尸

，很容易被4号楼居民发现，也可能被路

过小区东门的路人及东门保安人员注意

到。那么抛尸地点究竟在哪？许某如何

避开监控？

弟媳：来某某私下跟我聊她老公时充满

崇拜

25日一早，许某某兄弟许强（化名

）早早地起床出门，去帮别人开货车了

，前两天他没有一点心思，能推的活都

推掉了。弟媳周霞（化名）在家里，女

儿在楼上上着网课。一名同村发小来看

她。

“他到我们家来，从来没有说起过

他们两个怎么样，从来没说起家庭矛盾

，也没听到他怎么评价嫂子。包括他兄

弟这里从来不会说起，更不会跟我说起

。”周霞说，从来没听许某某评价过妻

子来某某。

反倒是今年正月里，来某某私下和

周霞聊天时说起过许。

“正月里，来某某还对我说过，对我

大伯（许某某）挺喜欢的。她说许某某现

在是老了，年纪大了，年轻的时候很帅的

。反正感觉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周霞

说，“说实在的，她挺爱我大伯的。”

弟媳：想送嫂子最后一程不知如何面对

她家人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二哥会用这么残

忍的方式杀害嫂子。十多年来，他们回来

都是很恩爱的，没听说有什么矛盾、吵架

。在我们眼里，两个人的脾气很好。我想

去送嫂子最后一程，但又不知道在哪里以

及怎么面对她的家人。”7月25日晚，许

明妻子刘燕（化名）告诉记者。

复盘杭州杀妻案始末：一个重组家庭最

隐秘的角落

来女士和许某某二人至少外人看来

是恩爱的，看不出什么矛盾，但是裂痕

也许已经在婚姻背后滋生。记者通过别

的信源还了解到，许某某自认存在性格

缺陷，多次向妻子来女士借钱炒股遭到

拒绝，再加上对回迁房装修意见不一致

，多重因素导致不满。

53岁的来女士生前最后一次画面被

电梯监控记录：她带着11岁的小女儿回

家。次日凌晨，她以惨烈的方式被动告

别人间。

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起案子已被警

方证实，来女士确系被丈夫杀害并肢解

。共育一女的“枕边人”怎么会忍心挥

刀相向，还淡定配合报案、接受采访？

很多人不寒而栗的同时忍不住追问原因

是什么。

越来越多的细节勾勒出这个家庭全

貌：二婚重组后共育一女，婚前各有孩

子，家有两套回迁房，疑因财产、回迁

房装修风格等产生家庭矛盾。

暴风降临前都是风平浪静的。这宗

命案虽然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并非孤

例。复盘这个悲剧，每个人都能读到复

杂的人性、沉甸甸的警示并思考我们的

婚恋观。

消息像长了腿，杭州警方25日开发布

会详细通报案情的消息很快在小区沸腾。

“真的是他！”小区居民李女士站

在聚集讨论的人群中，声音略微颤抖。

位于杭州江干区的这个小区名叫三

堡北苑，距离杭州东站仅十几分钟车程

，周围景致很好，紧挨着一个小游园。

近段时间以来，小区居民来女士离

奇失踪的消息让这个小区成为舆论的

“风暴眼”，大批警察、媒体等频频造

访，尤其是警方23日公开通报来女士已

遇害，丈夫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后，小

区骤然变得更加喧闹，而25日警方的发

布会证实了不少居民的猜测。

李女士告诉记者，站在旁观者的角

度，一开始，她觉得这是起普通的失踪

案，后来警方23日的通报令她无比震惊

，为邻居遇害感到痛心，“不敢相信会

是他丈夫害的”，直到25日得知确凿消

息。

三堡北苑小区是回迁安置房，共6栋

居民楼，现住有379户1075人。来女士

居住的4号楼就在东门附近，有69户179

人，层高18每层4户。

这里老人、孩子居多，很多都是老

住户。事发后，小区加强安保，所以保

安对于突然多出的陌生面孔尤其警惕，

即使是媒体也会“请”出去。

24日夜，小区距离大量居民议论此事

7月24日下午、晚上以及25日早上

，记者多次进入该小区，所到之处无不

听到居民扎堆儿热议此事，有时连一脸

严肃的保安也加入其中。

24日夜晚，在小区门口以及临街居

民楼一楼商铺，诸多群众提到此事绘声

绘色，记者驻足听了一耳朵，各种未经

证实的谣言漫天飞，当然也有冷静发声

，称等待权威答案。

25日，杭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详细通报案情。

杭州市公安局25日召开发布会详细

通报案情并回应一些传闻，靴子落地！

这事确实太令人震惊了。

来女士丈夫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以

后，有网友直言想到热播剧《隐秘的角

落》里的角色张东升——笑眯眯的问一

句“您看我还有机会吗？”转头就对具

有亲密关系的岳父母、妻子致命一击，

然后还旁若无人扮演好女婿、好丈夫。

而来女士的丈夫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

种伪装，连警方都称其“反侦查能力强”。

案子告破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

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胡天俊评价：

“犯罪嫌疑人十分善于伪装，事发后配

合家属报案、接受媒体采访，反侦查意

识极强。”

在家分尸没被邻居察觉？独自转运尸体清理现场？

杭州杀妻案
待解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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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是我在房地產行業中最喜歡的學習方法之一，
它們不僅能為我提供了寶貴的信息，還提供了現實工作中的
例子。出于這個原因，我想與大口袋社區分享我過去的一次
交易經歷，從產生到交易，我覺得這是回饋社會和幫助他人
的好方法。

眾所周知，達拉斯沃斯堡市場目前競爭激烈，但只要有
正確的策略，你仍然可以在那裏找到交易，信不信由你，這個
特別的案例研究將圍繞我通過直郵產生的一個線索。

1、潛在顧客開發
讓我們從每一個潛在的交易開始，在我的公司裏，我每

個月都要寄一大堆明信片，為了幫助盡可能多地確定目標和
篩選列表，我選擇契約日期為15年以上的房產，作為大致的
資產淨值近似值。此外，你應該尋找一定數量的臥室、浴室和
車庫(最好是3/2/2)，和你想要的面積範圍。

一旦你對這些房屋的資產淨值有了信心，就該去尋找一
些“危險信號”了，在這種情況下，危險信號指的是可能存在
某種程度的動機，或房主打折出售房產的原因。可能有危險
信號的常見類別包括缺席所有者、遺囑認證和違反代碼等，
這個特別的線索來自我的缺席業主名單，回顧我的記錄，他

們已經收到我的郵件四次，然後才決定給我打電話。

2、特別提醒
我將繼續分享我的秘密魔法子彈，這個魔法給我帶來了

獨特的線索，我獨特的線索為我帶來了很多交易，當然，這是
開玩笑，這個行業裏並沒有靈丹妙藥。

3、第一次接觸
在這種情況下，房主的女兒決定在深夜通過我網站上的

聯繫方式聯繫我，有這樣的便利條件是很重要的，並且允許
人們通過多種途徑與你聯繫。顯然，她不想在周六晚上10:30
給我打電話(我也不想接這個電話)，然而，通過連絡人表單發
送郵件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一些賣家更喜歡只通過電子郵件
保持溝通。

4、賣家的情況
這座房子曾經很漂亮，但現在仍然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住

宅區，房子的外墻是3/2/2的磚砌，面積超過2000平方英尺，
房子主人的女兒聯繫了我，然而，唯一活著的父母患有痴呆
症，不得不住在一個輔助生活中心。這些問題一直在持續，直
到最近房主才離開去了另一個地方居住。結果，因為這些年

業主的健康情況不斷下降，房
子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導致
了很多個維修問題。

5、合作
當我去赴約時，房產本身不是我最看重的東西，我認為

建立一種盡可能好的關係是很重要的。我和他們談論任何事
情，就像我要住在家裏一樣，我很少提到房子本身。

6、合同和交易
一旦你做得足夠多，你就會發現，並不是每件事都能按

計劃完成。幾個問題總是會出乎意料地冒了出來，原來，另一
位已經過世的父母仍然擁有自己的頭銜，結果，沒有人願意
通過遺囑認證程序。在沒有遺囑認證的情況下，你必須填寫
遺產承繼誓章(與物業有利益關係的人士)及無利益關係人士
(與物業無利益關係但認識業主的人士，例如家庭朋友、鄰居
等)。

結果，我們不得不修改合同，以便把交易進一步進行下
去，但結果是一切順利。我建議把截止日期定得比你預期的
要晚一些，向賣方解釋提前交割總是容易的(如果合同中允
許並有規定的話)，而不是推遲交割日期。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任何你想看到的內容，特別是未來
的博客帖子，請讓我知道。如果你只想瞭解一件事，那麼請記
住成功的關鍵是堅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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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200805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我是如何在競爭激烈我是如何在競爭激烈
的市場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的市場中取得巨大成功的

在選擇比較詞時，要仔細考慮“可比”這
個詞，它就在這個詞本身，但很多人有時似
乎忘記了這一點，你試圖識別可比較的東西
，將蘋果與蘋果進行比較，或者相似的事物。
如果你想要像估價師一樣比較房產，考慮到
這一點，以下是一些基本規則，可以幫助你
在決定ARV時做出明智的決定。

1. 嘗試並保持主題房產細分
如果在主題房產細分中沒有足夠的房

產，您可以在一個半徑內走出去，或者在當
地道路上進行其他細分，試著選擇相似的小
區，有相同的住房庫存設施等。你能走多遠
取決于你住在哪裏，在德州的郊區，你通常
可以走出去，你可以走5 - 1英里，和你的電
腦在一起是很安全的，然而，在費城市中心
使用同樣的半徑是行不通的，不同街區或街
道的價格可能相差很大，如果可能，不要穿
越主要道路或鐵路。在這樣做的過程中，社
區的構成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如果你這

樣做，一定要做驅動比
較，以確保物業和社區
是可比的。

2. 完成程度
一定要衡量出比較

的完成程度，試著去匹配或者稍微多一點，
如果你過度的改善一個房子，那麼它將會花
費你很多錢。

3. 比較具有相似平方英尺的房產
一般情況下，我的面積最大值是多或少

于20%。

4. 進行記錄
不要試圖成為桌面評估師，此外，花點

時間去驅動這些比較，並確保它們是準確的
，這將幫助你成為你所在地區房屋庫存的專
家。

5. 臥室、浴室和車庫的數量比較
例如，如果你的目標物業是3/2.5/2(3間

臥室，2個半浴室，2個車庫)，那麼不要選擇
2/1作為比較，對于較大的住宅來說，與臥室
有一些差異是可以接受的。3/2/2和4/2/2經
常是相似的，然而，3/2/2和2/1的區別在于晝

夜，這個規則的一個可能的例外是，主題房
產可以添加一個臥室或浴室，使其進行匹配
比較。

6. 地區對比太弱
在這種情況下，我通常會給出一個非常

保守的報價，通常是55% -60%的ARV減去
物業稅評估價值的維修費用。稅收評估價值
，至少在德州往往是保守的，會低于市場價
值，請記住，稅收價值與市場價值無關，它只
是一種幫助產生稅收收入的機制，稅收價值
可以低于或高于房產的真實市場價值。

7. 選擇一個類似的房子風格作為你
的主題房產

如果你的目標物業是家庭教師風格，不
要選擇牧場風格的房子作為你的比較，同樣
的，如果你的目標房產的外墻是磚砌的，也
不要選擇木質框架的房子。

8. 進行過去6個月的比較
選擇比較時，時間是一個因素，有時，當

比較不理想，你可以回到8-9個月。但一定要
研究一下自那以後市場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它是改善了還是惡化了？試著把這個問題應

用到你的評估中。

9. 建造年份
儘量停留在10年之間的主題房產或在

更好的時候進行比較。如果你最初運行的比
較標準(床浴車庫，平方英尺，建成年等)，你
可以縮小一點你的標準，或者在建造年份、
建築面積等方面離目標物業更近一點。

10. 考慮大小
在新建房屋中，這通常是一個較大的比

較因素，例如，我最近看了一所房子，在那裏
我發現了4個相同的住房產品，但其中2個
面積是165平方米，另2個是195平方米，有
什麼區別嗎？這兩個面積為195平方米的房
子坐落在半英畝多一點的地方，擁有更多的
正面空間，而其他的房子只有165平方米，正
面空間較少，大約有四分之一英畝，有時批
量大小很容易被忽略。

估算ARV是一門藝術和科學的結合，你
還記得科學的方法嗎？我們試圖對房子的價
值做出一個有根據的假設，這不是一門精確
的科學，希望這個對你有幫助。如果你有任
何問題，請在下方留言，我會盡我所能幫助
你。（（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如何用如何用1010個簡單的步驟確定你的房個簡單的步驟確定你的房
子值多少錢子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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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投資者大量購買廉價的單戶住宅，
並將其轉化為出租物業。房屋價值在過去幾年裏大幅上漲，
導致許多投資者將這些房產套現。但是房東怎麼能賣掉租來
的房子呢？你怎樣才能從一個出租的獨棟房屋中獲得最大的
價值呢？

1、誰買了租來的房子?
出售租賃房屋的第一步是瞭解誰是你的潛在買家，然後

向這些細分市場進行營銷。您的買家將分為兩大類：
（1）其他投資者
如果該物業保持著強勁的現金流，向其他投資者推銷該

物業將是你最簡單的營銷計劃。投資者通常會尋找其他房產
來增加他們的投資組合，然而，你需要能夠證明該房產能夠
產生現金流,。

（2）賣家
影響現有房主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在出售第一套住房的

同時購買另一套住房。困難在于是否有資格申請和管理兩筆
抵押貸款，或者讓賣家接受一份以出售房屋為條件的報價，
賣掉租來的房子可以緩解壓力。如果其中一所房子能產生租
金收入，那麼獲得更少的貸款就會容易得多。

2、你能做些什麼來鼓勵出售租來的房子?
現在你有了你的目標買家，你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鼓勵

更多的買家購買你的租賃房屋。
（1）選擇營銷時間

在租期結束前大約4個月是推銷你租賃物業的好時機
。這也會鼓勵房主考慮你的房產。如果買家知道他們能在
30天內拿到房子，他們就更有可能出價購買。

（2）環比租戶
如果你的租客即將到期，而不是續約，請按月計算。如

果你的買家想要住進這所房子，你可以給你的租戶30個通
知，然後專注于交易，終止月結要容易得多。如果你的租客
簽訂了12個月或更長時間的租約，你和你的買家將受租約
條款的約束。

（3）修復
屋主通常不願購買房屋。如果你想把租來的房子賣給

房主，那麼一定要確保房子保養得很好，當需要維修時，安
裝升級的設備，這會吸引房主而不是最便宜的項目來滿足租
戶。

3、如何出售租來的房子
就像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一樣，做一件事情有正確的方法

和錯誤的方法。這裏有一些建議，可以幫助你更順利地出售
你的租賃物業。

（1）對租客要誠實
大多數標準的租賃協議都明確規定，租賃將隨物業一起

轉讓，承租人可以在租賃期滿之前一直住在房子裏。話雖如
此，當聽到房東要賣掉他們的房子時，大多數租客都變得非
常焦慮，一定要對房客誠實，讓他們知道租賃協議仍然是有
約束力的，任何未來的買家必須履行租約。

（2）計劃幾天後上市
成功賣出租來房子的關鍵是讓租客盡可能的開心。沒有

什麼能比一個不滿的房客更快地毀掉一筆生意。盡可能多地
考慮租客的感受，並且在看房前至少提前24小時通知租客。

（3）叫你的代理人早點來
那些對你出售“他們的”房子不感興趣的租客可能不太

願意保持房子的整潔。讓你的代理人提前15分鐘或更早的
到達，這將給他們時間來抽查物業。與其讓租客感到驚訝，不
如把與租客的展示安排在與潛在買家的展示之前。

出售租來的房子並不難，如果你瞭解你的市場，讓你的
租客做好準備，並維護好房產，這一切都會很順利的進行。如
果你遵循這些簡單的步驟，出售你的租賃房產將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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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200805D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如何出售出租房屋如何出售出租房屋

我幾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從MLS上買的，
我嘗試過直接營銷、批發和其他方法來獲得
很好的交易，但MLS似乎是最適合我的。那
麼為什麼我在MLS取得如此大的成功，而其
他人卻在苦苦掙扎呢？以下是我買的房子比
其他想在我的地盤買房子的人便宜很多的
五大理由。

1. 作為一名房地產經紀人，
我比其他投資者行動更快

我已經寫了一篇關于在這裏做經紀人
和投資者的好處的文章。事實上，我一天能
看好幾次MLS，我可以不用打電話給經紀人
就能看一套房子，而且在我的助理的幫助下
，我可以在一套房子挂牌後不到兩小時就給
出報價。說實話，這讓你們這些不是經紀人
的人在購買MLS時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
知道，迅速行動為我帶來了很多交易，如果
我再等一兩天的話，就不會有這些交易了。

2. 在星期五買房子
我在MLS上的最後三筆交易都是在一

個星期五完成的。我注意到這一趨勢是在最
後一筆交易的時候，因為我不斷接受周末的
時間，我試著不在周末工作，但我很樂意做
一些工作，如果這意味著我要購買一套新的
出租物業，或修理和翻新的物業。這可能只

是一個巧合，但我買的房子是在周五挂牌的
，而且在其他人出價之前我就收到了報價，
我的想法是，大多數人開始在周五下午走神
，不想開車去看一所房子，就寫一份報價，然
後把它寄給房產經紀人(可能很多房地產經
紀人也不想在周五這樣做)。人們認為我星期
一可以去看那棟房子，它仍然是空的。

我上一筆交易是上星期五下午挂牌的，
它位于離我30英里的一個小鎮上，我真的不
想開車去那裏，但這棟房子的挂牌價比該地
區類似的房子低6萬美元，我看到了房子，讓
我的助手立即給出了低于清單20%的報價，
然後我們把它送到了賣家那裏。我開了個低
價，因為這房子實在太差了，看起來好像有
人想過要把它重新翻修一樣，但是到了拆除
階段就放棄了，周六，我收到了一個75000美
元的報價，我接受了。該房源經紀人表示，他
們在周末安排了五場房源展示活動，預計還
會有更多的房源，但目前還沒有任何房源，
如果我等到周一甚至周末才出價，我就會失
去房子，或者面臨多個出價。我最近買的另
外兩處房子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賣家在周
末給我安排了一個報價，之後才有其他買家
出價。可以參考的是，這些都是公平的市場
挂牌，而不是多數銀行要求房產在考慮報價
前一定時間才上市的REOs。

3. 移除您的檢查偶然性
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那麼刪除

檢查偶然性是一個冒險的舉動。我最近才開
始這樣做，因為我很少檢查我買的房產，當
我買房子的時候，如果在檢查中發現什麼東
西會讓我不買，我可能不會得到足夠好的交
易。像地基和屋頂這樣的主要問題，我通常
都能自己發現，這就是為什麼當您移除一個
檢查意外事件時，知道您在做什麼是極其重
要的，這是我寫的一篇關于是否需要進行房
屋檢查的文章。

現在在我們的市場上，消除商檢的偶然
性是很重要的，我賣的每一幢房子都要接受
嚴格的檢查，似乎應該做的是詢問檢查員發
現的每一件東西，然後再詢問一些其他的事
情。我買的許多房子需要大量的維修工作，
我認為很多賣家最擔心的是拿到一份被接
受的合同，然後讓買家在檢查後要求降價1
萬美元。

4. 像老鷹一樣盯著MLS“重返市場”上市
我最近購買的兩款固定和翻修的房產，

在我有機會出價之前就已經簽約了。我知道
，我剛才說過行動迅速是多麼重要，但我有
一個正當的理由，我在墨西哥度假，他們在
一個我通常不會做交易的小鎮。當這些房產

重新上市時，我立即提出報價，並在收到更
多報價之前就簽了合同。我所說的迅速，指
的是房屋上市後的那個下午，房產中介們實
際上很擔心，因為他們不相信我能這麼快就
看到房子並出價。

5. 不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些類型的列表中
我看到投資者在論壇上提到，他們正專

注于購買REOs或賣空房產。REO和賣空活
動在美國大部分地區都很少見，把自己限制
在任何類型的買賣上似乎都很愚蠢。我的一
些最好的交易是在公平的市場上市，公平市
場意味著他們不會因為賣空而陷入困境，他
們也不是銀行所有。在過去的一年裏，我購
買公平市場上市公司股票的頻率比我購買
賣空或REOs股票的頻率要高。隨著我們的
價格上漲，我看到房地產經紀人把房子定得
很低，這些房產你可以很快拿到報價，在別
人有機會之前簽合同，我不會忽視REOs或
賣空交易，但我也不會關注它們，我關注的
是價格。

6、結論
行動迅速，不要把自己限制在REO區域

，不要花三天的周末，你可能會得到更多的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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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小貼士讓你在五個小貼士讓你在MLSMLS中獲得優惠中獲得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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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乡亲们的火车”

在广元站检票口，不少老乡背着背篓、提着菜篮，早早地排
队等待检票。背篓空着的老乡，是乘车去赶集进货；也有装满
的，是到集市上卖货。

车队支部书记任斌介绍，检票时，有大件行李的老乡先上
车，是这趟公益列车的惯例。笔者身旁，一位身着浅蓝色衬衣的
大爷，眨眼工夫就搂起大背篓，一边箭步跨向检票口，一边回头
招呼着老伴儿：“赶快！提前上，方便！”

站台上，本次列车长郑军立得笔挺，用对讲机提醒各列车
员：“注意引导在小站下车的老乡，从中间车厢上车。”原来，一
些小站站台短，中间车厢能靠站，两头车厢不能靠站。乡亲们行
李多、物件大，乘中间车厢，下车时也能快些。

开车一刻钟后，估摸着乡亲们已安顿好，笔者便从所在的8号
车厢移步至中间车厢。一进 6 号车，我们就看到了穿着军绿色外
套、挎着黑色腰包的李大姐。

李大姐是四川广元人，去陕西燕子砭镇进桃子。“桃子进货1
块3一斤，回广元能卖2块一斤。有了这趟车，做点小买卖补贴家
用，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李大姐笑着说。

其实对列车员们来说，李大姐是几乎每趟都见的“老熟人”。
熟成什么样？能唠家长里短，能紧急托付行李。除此之外还有

“小温情”，李大姐说，她上这趟车常常是“包吃”，“这个馒头就
是一名女列车员省下来给我的。”大姐手中的早餐馒头正冒着热
气，仿佛诉说着列车员和乡亲们的浓情厚谊。

列车上，“老熟人”还有不少。82岁高龄的王大爷面色红润，
有茬花白胡子，被列车员称为“这趟车最年长的常客”。

“孙子辈在江苏打工，我的营生都靠自己，从不拖子女后
腿。”王大爷自豪地说，他能自力更生全靠这趟车，“从广元到燕
子砭，乘汽车要 30多元，这趟火车只要 4元，这一下子就有得赚
了！”王大爷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接着说：“我晓得这个车是
专门为扶贫保留的，铁路好啊，惦记着咱们！”

乡亲们把农副产品从山里卖出去，是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
径。为了方便沿途百姓做生意，列车还专设了“供求信息栏”：

“豌豆荚，4 元一斤”“红薯苗 20 斤，5 元一斤”“出售桃子 50
斤”……此外，市场地图、用工需求样样都有，难怪乡亲们都
说，这是一趟“铁路公交”。

如果赶上了，车厢里就能做买卖。今天，周大叔十分欣喜，
他从山上背下来的桃子，在列车上就开张了。列车乘务员宋大姐向
我们力荐：“山里的桃子，好得很呐。”笔者动心了，买了一斤。咬上
一口，真是香甜多汁！周大叔一边收钱，一边咧着嘴念叨：“今天又
能挣100多元，这真是咱乡亲们的火车！”

就这样，“老百姓的火车”载着沿途老乡跑出了温度，跑出了
有奔头的日子，也兑现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不变承诺。这些
年，车长刘连瑞亲眼见证乡亲们的日子实实在在好起来。

“首先是穿，特别是冬天，现在乡亲们都穿得厚、穿得好，放
在以前可不好说。再说用，许多老乡用上了智能手机，还会用微
信支付。最后是住，条件可比从前好太多了。”说着，刘连瑞指向
了窗外。

过了燕子砭站，多山间小盆地。车窗外，近处是绿油油的菜
地，远处是一排排刷得雪白的二层农家小楼；家家户户的朱红色
屋顶上，都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门前，都通上了水泥路。这样
的日子，真有奔头。

“孩子上了这趟车，我心里就踏实了”

“河里涨水，渡船过不了，只能靠这趟车回家啦。”家住广元市朝
天区军师庙村的赵莲樱，正接她的两个小孙女放学回家。赵大妈介
绍，姐姐6岁，妹妹4岁，都在广元上幼儿园。

再往前走，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书，对
座的奶奶介绍，坐这趟车是去城里的医院给孙女复查视力。“你
呀，读书太用功，才五年级就近视了。”奶奶故作责备的语气里，
满是疼爱。

一眼望去，这节车厢里满是学生和家长。任斌介绍：“列车沿途
11个站点分布着24所学校，这是为沿途孩子们打造的‘通学车厢’，
很受欢迎。”说着，任斌又领着笔者向前走，“你看，这几排还是专设
的‘通学座位’。”

笔者看到，“通学座位”是深棕色的皮质座椅，每对座椅中间
设有书桌，书桌上铺着整洁的格子图案桌布，靠窗的一侧还有书
夹，每只书夹中有十几册图书。《西厢记》、《昆虫记》、《儿童文
学》 ……随手翻开一本，书页已经微微泛黄，但仍然十分干净。
坐下来，一缕清澈的阳光洒在窗边，微风从窗口钻进来，沁人心
脾。看来，“慢火车·优生活”不仅仅是一句标语，更是孩子们的
心声。

“有的学生爱读散文，有的学生爱看科幻，进书时都要考虑他
们的喜好。更有的孩子看见书就特别‘馋’，缠着我们送书。”任
斌介绍，每到开学季，不少单位会自发组织为山区孩子捐赠图
书、文具，也会在“通学车厢”为孩子们举办多彩的活动，在秋
季学期的“开学第一课”活动上，志愿者教孩子们下棋、唱歌、
弹吉他，车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谈起孩子们的学业，郑军车长感慨：“别看山里的孩子天真、
淳朴，但学习上肯吃苦，志气也不小，常常能看见他们在车上写
作业。不少孩子在沿线乡镇读的小学、中学，依然能考上外地的
大学。”

刘森、王义博和马文豪三位小学生，就是郑军看来“有志
气”的孩子。小朋友们家住陕西省略阳县白水江镇，就读于略阳
县城的嘉陵小学，马文豪的奶奶介绍，“同乡”加上“室友”的缘
故，他们仨每周都会“抱团”乘车上下学。家务忙时，她也会像
很多家长一样，把孩子们拜托给列车员照顾，“孩子上了这趟车，
我心里就踏实了。”

一个半小时的列车车程，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交流考试成
绩，谁都不甘示弱；比起个子，都说自己最高；谈到梦想，个个
志向远大。想考去哪儿？王义博相信，经历了“强化训练”后，
就能考去北京上大学。马文豪是班里的第一名，他说想考去上
海，理由是父母在上海务工。刘森则“故作”成熟：“先努力考高
分，走一步看一步。”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
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慢火车”，
是“校车”也是“翅膀”，定能助孩子们飞出大山，勇敢追梦。

“看到老乡的日子过得好，什么都值了”

一路上，窗外的嘉陵江川流不息，车里的铁路人淌着真情。
每到春运，务工返乡的乘客多。聊着，郑军车长想起一个发生在
今年春运期间的小故事。

1 月 14 日，旅客张运东一家三口乘 6063 次列车从宝鸡到广
元。由于急着回家过年，他们赶到宝鸡站时已经是凌晨，顾不上
吃饭。车开到秦岭站时，张运东找到列车乘务员说：“我们不知道
这趟车没有餐车，我爱人有严重的胃病，如果再吃不上热饭，她
身体可能受不了。”

郑军得知情况后，对旅客说：“别担心，我帮助你们联系前方
车站，一定让你们吃上热饭。”郑军自掏腰包，在宏庆站订了三人
份盒饭，列车靠站后，张运东一家都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午饭。“保
障老乡顺利回家过年比什么都重要。”郑军自豪地说。

因为坚守，也常常被感动。郑车长又讲了一个故事。
一周前，车队帮一位小伙找回了遗失在座位上的手机。本来

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小伙却专程上车找到郑军：“我在车头给您留
了东西，请务必收下。”到车头一看，桌板上留了个大西瓜，还压
了封感谢信。

原来，小伙是山里考出去的大学生，对这趟车感情很深，打
小就记得很多列车员的模样。天热了，他想让叔叔阿姨们吃口西
瓜，消消暑。郑军读了信，鼻子一酸，胸中涌起了一股暖流。

下午 3 时许，列车抵达甘肃境内的两当站。任斌起身，指
着车窗外“红色两当，智慧西铁”标语说：“当年的‘两当兵
变’，就在这里发生。广元有苍溪红军渡景区，再往前，就是革
命老区陕西，红色景点数不胜数，所以也有人称这车‘红色旅
游列车’。”

事实上，乘上这趟列车，不仅能读到红色故事，更能忆起一
段燃情岁月。列车专设一节“回忆车厢”，车厢两侧挂满了老照
片，如1958年元旦宝成铁路正式通车的剪彩照。任斌介绍，时常
有老一辈建设者来到这里，回味他们英勇无畏、热情似火的青春。

从建设者到守护者，铁路人的使命代代相传。魏师傅今年 50
岁，是宝成线的一名线路工，负责养护铁道。“我是‘铁三代’
了，爷爷就是从四川过来修宝成铁路的。”他告诉笔者，望着这

崇山峻岭，会不时想起学生时代脍炙人口的课文 《夜走灵官
峡》，“爷爷那代人条件多苦啊，给我们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接着，魏师傅话锋一转：“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
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守护好这趟公益列车，让沿途百姓脱贫致
富。如期实现的那天，爷爷一定会很开心。”到站了，魏师傅和工
友们下车了。他们提着工具包，肩并着肩，沿着铁道走远……

下午6时，车到秦岭。任斌感慨：“赏着沿途的景，咱铁路人
的幸福感高啊！这郁郁葱葱的秦岭，到了秋天一片金黄，冬天则
是银装素裹，一年四季各有趣味。”

每经历一轮四季变换，都代表着一年的使命坚守。老聂今年
55岁，在这条线上干了快 30年。“我这工种，以前叫‘煤炉工’，
现在叫‘安全员’。别的车都用电炉烧水啦，像咱们烧煤的少之又
少。”老聂说。

列车上，乡亲们喝到的每一杯热水，都是老聂烧的。煤炉前
空间狭小，炉口位置低，储煤箱位置也低，用铁锹加煤时，老聂
就得不停弯腰甚至蹲下。每到冬季，加煤加水得更勤，才保证老
乡时时刻刻喝上热水。什么标准算热？老聂说，用手掌贴着注水
口，如果烫得没法儿碰，就算过关。

“春去秋来，干了半辈子，有苦也有累，只要看到老乡的日子
过得好，什么都值了。我会和这趟车跑下去，直到退休。”讲这句
话的时候，老聂抿了抿嘴，眼角红了。以老聂这样的精神，还有
完成不了的使命？

列车抵达宝鸡时，天已擦黑。铁道上，6063/6064 次车速很
慢。但脱贫攻坚路上，它却很快，载着乡亲们飞速向前，一个也
不落下。

这趟“慢火车”——

在秦巴山区穿梭了六十余年
严 冰 朱春宇

中国铁路有两大追求，一是追求速度，如高铁；二是追求温度，如
“慢火车”。

相比于高铁动车，绿皮普速列车被人们称为“慢火车”。这其中，就
包括全国81对公益“慢火车”，它们大多开行在偏远山区，票价低廉、
逢站必停，助力沿途群众脱贫致富。

有这么一趟公益“慢火车”：票价最高21.5元，最低1元；单程350
公里，运行近12小时；跨行陕、甘、川三省，在秦巴山中穿梭了60余

年。这趟车，是乡亲们的致富车，是孩子们的通学车，更是铁路人的使
命车。

它，就是陕西宝鸡至四川广元间的6063/6064次列车——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一对公益“慢火车”。

近日，在夏日里的一个清晨，蒙蒙细雨中，笔者登上从四川广元开
往陕西宝鸡的6064次列车。8时50分，汽笛一声长鸣，列车正点开动。
我们沿嘉陵江溯流而上，向秦岭缓缓驶去。

孩子们在孩子们在““通学座位通学座位””阅读阅读。。

马文豪马文豪、、刘森刘森、、王义博三位小朋友在上学途中王义博三位小朋友在上学途中。。

秋季学期开学前秋季学期开学前，，列车为孩子们举办列车为孩子们举办““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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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日上午，一辆载着燃油

的油罐车即将驶离南方澳大桥。刹那间，这

座位于台湾东北方宜兰县苏澳镇的大桥，轰

然断裂。

油罐车随着大桥一起坠落，被掉落的

钢梁压住并起火，与此同时，桥下3艘渔船

被断裂的大桥砸中，造成6人罹难，多人受

伤。

罹难者全部为印尼和菲律宾籍渔工。

在台湾社会，外籍渔工的劳动、生活

环境问题再一次浮上台面：即便靠岸，外籍

渔工在陆地上也没有可供休息的宿舍，只能

终日生活在狭小的船舱内。

他们的死亡是偶然，也是必然。

2020年7月17日，我们从台北搭车前

往南方澳，下车就能看到坍塌的南方澳大桥

，被围住禁止通行。而我所处的位置，正是

南方澳的第三渔港。往前走几步，就能看见

各类渔船停靠在岸边。烈阳和太平洋的风浇

在脸上，鱼腥味和柴油味一头扎进鼻孔里。

我绕着岸边走，一直走到第一渔港。

船上几乎都是外籍渔工，光着膀子，有人在

吊床上睡觉，有人在检查鱼钩，有人在洗澡

，有人默默抽着烟，有人在滑手机，有人聚

在一起聊天。船上挂着晾晒的衣服、东倒西

歪的防水靴，钩子、网子、浮球，凑近点，

还能看见牙刷、沐浴乳、锅碗瓢盆。船是他

们的“家”。

“Makan（吃饭）。”一名穿着红色格

子衬衫、踩着拖鞋的印尼渔工向我们打招呼

。他捧着盒饭，对我们露出灿烂的笑容，我

们顺势和他攀谈起来。

“Mas（先生），你睡在这里吗？”

“中午的话睡在这里，热。”

他睡觉的地方是鱼舱凸起的大盖子，

一条薄被铺在上面，头顶则悬挂着另一条红

色毛毯，用来遮挡日光。

“所有渔工都睡在船上吗？”

“对，大家睡船上。”

“有多少人？”

“9个人。”

和我们打招呼的人叫Rudi，来自中爪

哇的Cilacap，小学毕业，20岁在巴淡岛工

作，25岁开始当渔工，今年35岁，到台湾

当渔工一年。

印尼人一般结婚生子较早，但Rudi还

没结婚，他在印尼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双

胞胎兄弟。虽然没有养家的压力，但Rudi

说家乡经济不好，希望出去多赚点钱让父母

开心。

Rudi签的是2年合同，但一般外籍劳工

来台的合同都是3年，反复确认下才知道，

Rudi是“境外渔工”。

台湾的渔船上一般有两种外籍渔工，

境内渔工和境外渔工。境内渔工不会出海太

久，境外渔工则是从事远洋捕捞，上船门槛

低，法令保护不足，薪水也较低。整艘船9

个渔工都是境外渔工。

因为是第一次出国，Rudi毫无经验，

找了中介，虽然没有直接付中介费，但却要

以抵债的形式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扣除中介费

、机票等一系列费用。

Rudi的薪水是一个月600万印尼盾（约

合人民币2870元；根据新规定，境外渔工

法定薪资为450美元，约合人民币3135元）

，每个月中介自动扣款300万印尼盾，总共

要扣6个月。但Rudi说这样仍然能存下钱，

在印尼工作赚到的钱，只够吃饭。

而已经来台三次的Indra薪水则稍高一

些，有时会到800万印尼盾，但前6个月一

样要扣款。

这艘船用的是延绳钓，一条30海里长

的母绳上，衍生出1000多个带有钩子的绳

子，捕捉鬼头刀、马林鱼和鲨鱼。绳子放下

去六七个小时，有时更久，等鱼上钩后，再

用起绳器将钓到的鱼拉上来。

一出港就是四五个月，光是开到渔场

，这趟水路就要花上25天。船在跑的时候

渔工可以休息，但也会无聊，Rudi说“只能

吃饭睡觉吃饭睡觉”。

船上也没有网络，“所以在海上，脑

子里面，哇，很晕，不能讲话，只有鱼”。

等鱼上钩后，就要开始连续工作，这时候一

天只能睡3个小时。

在海上的时候只能睡在船上，但船只

靠港后，Rudi和其他渔工也还是睡在船上。

虽然船上有冷气，但只有引擎启动后才有冷

气吹，Rudi他们已经在港边停留一个多月了

，炎炎夏日，大家都睡在船外面。

我说想看看他们在船内的宿舍，Rudi

招呼着我进去。

渔工的宿舍通常在舱底，大一点的船

则在上层，空间狭小，需要把腰弯得很低才

能进入。一进去就是扑面而来的闷热，狭仄

的空间内还分成上下铺，可以各睡5人。床

铺的对面是引擎，我问Rudi，这样不会很吵

吗？

“已经习惯了。”

“在船上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鱼很多的时候。鱼越多，就能越快

回来。满载的话还有大概400万印尼盾的奖

金。”

“那在船上有遇过什么危险吗？”

“差一点被鲨鱼咬到。”

“大风大浪的时候不害怕吗？”

“不会怕，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们全

部会游泳，还有浮板可以用。”

“想家吗？”

“一直想，想家人，如果在海上的话

，不能和家人讲话，四个月不能讲话，一定

想的啦。”

我们聊天的时候，一旁的Indra则一直

开着视讯，和他女朋友讲话，好像要把在海

上没讲的话全部讲完。隔没多久，还用麦克

风唱起歌来。

“你觉得出海好，还是靠港的时候好

？”我问Rudi。

“这里比较好。在海上，只能看海，

陪你的只有鱼。在这里的话有很多东西，可

以看女生，海上没有女生，只能找鱼抓鱼，

没有美人鱼。”

大家都笑了起来。

Rudi抓抓自然卷的头发，拿了顶帽子戴

在头上，说要和我们合影。合完影，伴随着

印尼歌曲，我们向Rudi和Indra告别。

“Sampai jumpa（再见）。”我们跳

下渔船。

“阿里嘎多。”Rudi又给了我们一个

灿烂的笑容，随即爬上船的高处乘凉。

我们一艘船一艘船看过去，有一艘船

的船沿摆着很多大石块，一群印尼渔工在船

内聊天。

“Mas（先生），这艘船是抓什么的？”

“红珊瑚。”

“可以看看吗？”

“Ayo ayo ayo（来吧来吧来吧）。”

两名印尼渔工热情地招呼我们。“刚

刚看到姐姐在那边拍照。”他们指着Rudi

和Indra的船。

“你们也是LG（境外渔工）吗？”

“不是，我们是正式的。”

“正式的”即是境内渔工，相比境外

渔工，他们不会去远洋；境内渔工有法令保

护，工作合约一般是3年，有劳工保险和健

康保险，基本薪资是每个月23800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5644元）。

每一个去台湾工作的外籍劳工，都会

依照工作的不同被印尼中介收取不同金额的

中介费，来到台湾后以债务的形式从每个月

的薪资里扣除。

除此之外，台湾本地的中介还会收取3

年共计6万元新台币的“中介服务费”。所

以渔工到手的薪资往往低于23800元新台币

的基本工资，除非老板发放奖金。

“珊瑚要怎么捕？”

名叫Wanto和Awin的两名印尼渔工为

我们比划起来。“这个石头有5公斤、7公

斤，一个绳子通常拉3块石头，一个人6块

石头，我们丢下去，差不多5~15分钟，再

拉起来。浪越大，越快拉起来。”

Wanto和Awin说如果出港作业，一般

早上6点出港，晚上回来，最短在海上待4

天，最长则要两个礼拜。不过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出港了，因为

就算捕捞到珊瑚，也因为“封锁（Lock-

down）”而无法卖出去，现在都只能领半

薪。

学得快的人，会说简单的汉语，如

“快点”“慢点”“一点点”

“很多”，甚至还有“阿弥陀佛

”，基本都是工作时会用到的词

语或句子。

但就像刚才Indra和我们说

的，船上的话和陆地上的话不一

样，渔工因为语言不通，遇到问

题时，很多时候都无能为力，也

很难和当地人建立关系。

Awin突然问我们：“你们

有什么问题吗？”

“只是走走，好奇你们的

生活。”

“自己知道啦，渔工，苦

啦，很难。”他笑笑。

“什么事情比较困难？”

“自己知道啦，在这边的人。跟老板

聊吧，那个，老板。”他向我们的后方示意

，整艘船也突然安静了起来，Wanto和

Awin各自散开去到船后方。

我们回头，一个健壮的老人光着膀子

，理着板寸头，头发雪白。

老人姓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他十

几岁就开始出海捕鱼，一做就是四十几年。

以前用的是小船，后来船越来越大，也越开

越远。

“后来里面的鱼就剩下一点点啦，大

一点的船就往外面去抓。”李老板指着珊瑚

船旁边的船，“那艘是我的。”

李老板的船用的也是延绳钓，有什么

鱼就抓什么鱼，一次出海也要两个多月，算

是出海比较久的，能够聘请境外渔工；而近

海捕捞的船只则不能聘请境外渔工。李老板

原本有6个境外渔工，但现在一个工人也没

有，他说抓那么多年也会累，现在正好休息

休息。

倒也不完全是为了休息，他说原来的

工人不好用，就全部辞掉了。但因为疫情，

新的工人又进不来。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

入境的外籍劳工都要先隔离14天。

这对李老板来说，是相当不划算的。

因为境外渔工进港15天内，就必须出港。

然而，光是隔离就花去14天，如果这个渔

工“不好用”，让他回去，他还是白白花了

14天的钱。

“那你不是好几个月没出海了？”我

问。

“对啊，我船员不好用，我都给他回

去了，他们也可以换船啊，但必须是去远洋

的船上。等SARS过去（李老板将新冠肺炎

认知为SARS），我再找新的工人，手续办

一办就好了。”

辞掉的渔工去了哪里？是不是债务还

没还完就被送回去了？这些我没问李老板，

也许这也不是他所关心的。李老板很快就要

抱孙子了，“抱孙子就高兴了”。

他告诉我们，南方澳这里有六成都是

印尼渔工，四成是菲律宾渔工。像他这个年

纪还在捕鱼的，已经很少了，基本都退休了

。而年轻人又不愿意继承渔船，普通船员的

工作更是没有本地人肯做，而且本地人的薪

资也高，聘请外籍劳工既补充劳动力，又省

钱。

李老板说，以前请当地的人话，扣除

成本，剩下的钱老板领一半，另一半则由船

员平分。现在船主聘请一个境内渔工，成本

约莫是3万元新台币，而一个境外渔工，大

概是2万多元新台币，大陆技术渔工，薪水

则大约4万~5万元新台币，“他们一个就能

请两个外劳”。

“外劳也很辛苦啦。”

“他过来就是要勤快，不勤快谁要。

”

告别李老板，我们继续沿着港岸走。

此时夜色已起，凉风徐徐，渔港也暂时休息

了。凌晨两三点，这里会再次热闹起来，出

去的船只、进来的渔获，讨海的人，晚上是

白天。

次日上午，我们继续在渔港闲晃，试

图找外籍渔工采访，可能因为天气太热，渔

船上外籍渔工的身影并不多，也有人在检查

鱼钩，做一些简单的工作。

位于第一渔港的南天宫妈祖庙，是附

近最大的庙宇，这里倒是热闹，噼里啪啦，

鞭炮声四起。前来“进香”的信众正要回去

，一边口中喊着“回驾”，一边比划着某种

仪式。庙里的人说，“就是其他庙的神明来

和妈祖交朋友啦，现在要回去了。”

虽然这个小镇上哪里都不缺外籍渔工

的身影，妈祖倒是和他们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渔港不大也不小，有些渔工会拥有自己的

自行车或电瓶车代步。

第一和第二渔港中间的鱼市，也是一

派生猛的景象。清晨进港的渔船已经把货卸

完了，鱼市上都是新鲜的鱼，鲭鱼、旗鱼、

鲔鱼、虾子……一尾一尾整齐地摆放好。临

近中午，不时还有小渔船靠港，外籍渔工用

布包裹着头部以防晒，向市场递上一桶一桶

的鱼，和冰块一起倒在地上，由买家分拣。

第三渔港都是大型船只，岸边有人在

收修补好的网子，用机器吊起来，几个渔工

站在车子上面整理大网。开车的是老板，他

说这网子一个就要1000万元新台币，他还

有一艘船在海上作业。他们捕的是鲭鱼，用

围网的方式，一般晚上出去，早上回来。

港岸边，也有外籍渔工正在修网，这

是一艘捕捞马林鱼和鲨鱼的船只，有时候也

去捕乌鱼。整艘船有4个台湾人，3个菲律

宾人，船上放着欢快的塔加洛语音乐。

一名年长的菲律宾渔工Allan头发有些

花白，他说网子修了快一个月了，而他已经

跟着这艘船12年了。然而，外籍劳工在台

湾最长也只能待12年，我问他之后要回去

家乡吗？他说还是想出去，去美国吧。

在菲律宾的时候，Allan是销售员，但

每个月只能赚得20000比索（约合人民币

2840元），而在台湾，加上老板给的奖金

，一个月薪水可达50000比索。他说自己

已经在家乡盖好房子、买好地、买好摩托

车了。

Allan说自己有个好老板，不用睡在

船上，靠岸的时候就在老板家睡觉。他说

也有比较好的老板给渔工租房补贴，让他

们自己出去租房子，这样就不必每天住在

船上。

再次一点的，十几个境内渔工自己合

租一套房子。但我们遇到的渔工，还是睡在

船上的居多，生活环境逼仄，冬冷夏热，吃

喝拉撒都在船上，蟑螂和海蟑螂到处爬，岸

上还有老鼠在跑跳。

当我们在和一艘钓白带鱼的印尼渔工

聊天时，船老板突然骑着电瓶车出现在我们

后面。我问老板，渔工都睡在船上吗？他说

，对啊，船上有冷气，现在没冷气没人要做

啦。

然而，就在下一艘船上，印尼渔工告

诉我们，他们的船上就没有冷气，只有小小

的电扇，而他们之中做得最长的，也有10

年之久了。

走着走着，暑气实在太重，我们决定

找个地方避避暑，正好附近就有一间印尼店

。

印尼店内有不少印尼食品，可供慰藉

外籍渔工思乡的胃。收银台旁则是煮好的鲜

食，有牛肉、鱼头、炸蔬菜饼等印尼特色菜

肴。

“你是这里的老板吗？”我问戴着帽

子、帮忙结账的印尼人。

“老板娘在睡觉，我帮忙一下。”他

用简单的中文回答。

我们坐下吃了点东西，沙发上还坐着

另外两个印尼人。有人进来时，戴着帽子的

印尼人就去结账，没客人时，他就和另外两

人闲聊着。这里的气氛和外面相差甚远，外

面不仅炎热，还有一种人在工作时的紧绷感

，但这间小小的印尼店则弥漫着闲适的空气

。我们很快加入了他们的对话。

老板娘原来是印尼配偶，平时渔工不

仅来买家乡味，二楼还提供祷告室。因为印

尼渔工大部分是穆斯林，在船上祷告并不方

便。来之前可以先在门口“净身”，戴帽子

的Diki指了指店门外的水龙头。他说有时候

渔船上太热，渔工也会来这里睡觉。

Diki说楼上的空间是免费的，他们只要

帮忙照顾好环境、有客人来的话帮忙收钱。

这是特殊的印尼文化，他们称之为“Go-

tong Royong”，即“互相合作”。

大部分印尼渔工都来自爪哇岛的Tegal

、Cirebon、Indramayu，这三个小城都是海

港城市，原就有不少渔民。同一地区的人还

会组成同乡会，遇到问题，彼此帮忙解决。

他们说境内渔工还好，境外渔工如果

遇到问题，就很难被解决。前几天还有个老

板动手打人，同样来自Tegal的Diki就带着

他去报警，船主得到一张警告书，也有和渔

工道歉。在海上作业压力大，打骂似乎是某

种不成文的文化，但船长和渔工也保持一种

不成文的默契——骂没关系，不要动手。海

上喋血案偶有发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船长打骂渔工所致。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性格，台湾人

也好，印尼人也好，有好的，有不好的，有

漂亮的，有丑的，都不一样。”Diki说。

“那工作上遇到问题怎么办？”

“拖欠工资的问题可以跟中介说，但是

工作的问题就不行。”在台湾，外籍劳工不能

自由转换雇主，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工人是

被绑定在雇主名下的。这也是Diki所谓的“工

作的问题不行”，除非私人中介愿意帮他们转

换雇主。

Diki说大多数渔工还是睡在船上，有些

人会合租一套房子平摊费用。“假设冬天回

来的时候，很冷，有的船上没有热水，租个

地方可以洗澡。”但这只是境内渔工的“享

受”，境外渔工离岸久、收入低，一般不会

选择租房。“他们冬天一个礼拜才洗澡。”

“斋戒的时候要出海怎么办？”

“没关系啊，这是穆斯林的义务。老

板说你肚子饿不吃会死掉，我说没关系，等

一下。”穿着红杉的Susanto补充道，“我

们斋戒的时候，晚上7点才开斋，船长会等

我们开斋，一起吃饭。”

“南方澳大桥断裂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

Diki似乎没听懂我们的意思，但他说，

南方澳大桥垮下来之前，有一个人喝醉掉到

海里死了，半个月前有一艘船翻了，造成7

个人死亡。

不知这是否是某种不幸的征兆。

我们告别这三名渔工，继续向渔港走

去。

此时太阳已落山，晚霞倒映在水面，

水天连成一片，渔港看起来很美。有的船亮

起了灯，正准备出港，也有渔工在船上开始

煮晚餐，在岸上就能闻到饭菜的香气。

Rudi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开

心地和我们打招呼，他的前座还坐着另一

个渔工。Rudi还是穿着和前一天一样的红

色格子衬衫，露出灿烂的笑容，自然卷的

头发在风中飘扬，身姿飒爽。

南方澳大桥也静静地躺在落日里。渔

工仍睡在船上，他们在岸边没有家。

台湾外籍渔民的“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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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AREA BRANCHES 
Harwin Branch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TEL: 281-762-6699

LOS ANGLES AREA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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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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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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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hrump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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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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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AREA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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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972-348-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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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Main Corporate Office
TEL: 713-596-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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