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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11560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聘請貸款、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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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ha nn e l13

B lue
Ribbo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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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61025_4分之1版簡

據《福布斯》（Forbes）網站 22日報道
，美國高緯環球（Cushman& Wakefield）
的一份報告表明，中國投資人在本年度前
五個月的在美房產投資達到了 106億美元
，相比 2015年全年投資總額 43.7億美元，
增加了一倍還多。

與去年同期（2015年 8月）相比，2016
年8月美國的房產交易量上升了5.8%。

2016 年 8 月美國的平均房價為 225,

900美元，比去年同期（2015年 8月）上升
了5.1%。

2016年8月，平均一套在美國53個都
市區域內的房產，其銷售過程從去年同期
（2015年8月）的59天縮短到了54天。

目前在美國 53 個都市區域內，可供
出售的房產數量與去年同期（2015年8月
）相比，下降了 16.6%。

數據表明，前五個月中國投資人海外

房產投資總額為 170 億美元，其
中，62.5%的資金投給了美國，尤

其集中在西海岸地區。這其中，對辦公樓
與酒店的投資占據了在美投資總額的
90%以上。

據 RE/MAX 的租賃市場報告顯示，
2015 年在全美 100 個最大的都市地區，
88%的業主提高了租房價格。預計2016年
租金還將上漲 8%，買房比租房省錢這一
優勢或將更為明顯。2016年將是海外投資
者最佳赴美購房時機。文章來源：網絡

待售房下降近17%房產均價上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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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買房子如何穩賺不賠？
1、房子高齡影響按揭貸款

如果你打算在自己的房子裏住幾年之後，再把房子賣出去，
房齡就是一個重要的條件。“高齡房產”在買房人那裏是不怎麼
受歡迎的，因為它意味著難貸款。

多數中資銀行都不批准房齡20年以上的個人住房按揭商業
貸款，外資銀行的底線規定得則更為嚴格——15年。中資銀行裏
最寬鬆的是工商銀行，原則上可以批准 1980年以前建造的房子
的個人住房按揭商業貸款。

雖然中國內地的住宅產權規定是70年，但實際的使用壽命
根本沒有這麼久。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曾在第六屆
國際綠色建築與建築節能大會上表示，目前中國的住宅建築平
均只能持續使用 25年至 30年。這就意味著，25年至 30年之後，
房子要拆遷重建的可能性就變得很大。

另外，21世紀不動產上海長寧區高級經理李棟認為，高齡房
影響按揭貸款，除了建築壽命的原因，還有一個因素是中國市政
建設的規劃周期普遍較短。房齡20年以上的房子開始進入面臨
拆遷的高風險期，如果仍在抵押的房子被拆遷，會給銀行帶來貸
款回收的風險。僅僅出于買房人的居住需求，房齡30年以上的房
子除了金融風險，還存在戶型老、隔音差、采光不好、衛生狀况差
、物業管理質量不高等各種問題。

上海德佑地產靜安區高級經理徐國峰建議，如果購買的第
一套房是家庭唯一一套普通住房（小于 144平方米，容積率和售
價被所在區域的房地產交易中心認定為屬於普通住房），計劃賣
掉它的時間最好是在5年之後，可以減免金額不菲的營業稅。因
為目前業內不成文的規矩是買家包攬雙方的所有稅費，所以，同
一個小區的房子，需要買房人交的稅費越少，就越受歡迎。

2、動遷安置房不如商品房
同樣的地段、同一個小區內，買房人更不喜歡動遷安置房，

雖然它的價格通常比同小區內的商品房便宜很多。
一般來說有動遷安置規劃的小區，會在實際建造中把動遷

安置房和商品房用車道、綠化帶、
柵欄等設計分割開來。這類房子最
主要的問題是在位置和朝向上，特
別是靠近市中心的小
區。樓的位置也有好有
壞，例如小區中央、靠
近綠地等位置
相 對 安
靜、景觀

好的地方一定
會規劃建造商
品房，而外圍
臨近馬路、高架、
地鐵等設施的位
置，通常都是留給
動遷安置房的。

因為動遷安
置房不能像商品
房一樣為
開發商帶
來 利 潤，
新建動遷安置房也不上市銷售，所以為了提高容積率，
有些動遷房甚至設計成 2梯 6戶或 7戶，而商品房則一
般是 1梯2戶或2梯4戶。因此動遷安置房的建築設計就
不會多考究，整個建築的窗戶可能不在一個平面，形成
不規則的拐角或凹凸。同時戶型設計也受到局限，有些
戶型的房間雖然號稱全朝南，但實際上光照會被其他不
規則或延伸出去的墻面遮擋。有些小區的動遷房的物業
管理費比商品房低，相應地物業公司提供的服務內容和
質量也會有較大差別。已經具有一定購房實力的改善型
、置換型的買房人對這些細節都會比較在意，不會單純
為了價格便宜犧牲居住品質。

3、兩幢高樓間的房子人氣不高
買房者挑選位置、光線等也更謹慎。李棟分析，大多數買房

人對房子外部條件的衡量大致可以總結為3類：
小區中央比小區外圍好，位置優先排序是，臨近綠化、臨近小路、
臨近地鐵、臨近高架／國道／幹道；
10樓以上20樓以下比8樓以下好，8樓以下比20樓以上好；
不靠近電梯井比靠近電梯井好。

兩幢高樓之間的高層住宅，高區和低區都不太受歡迎。低
區的采光明顯不如中區和高區；高區雖然采光無敵，但位置屬
於空氣集中對流的風口，20樓以上的房間打開窗戶通風時，風

力相當大。
如果一套房子是位于小區中央的，

二手房經紀人一定會在一開始就跟看房
者強調它的位置有多好：小區中央、景觀
房、樓王位置。新樓盤也通常把這裏的房
子留到最後一期出售，漲價也就顯得理
所當然——位置好。除了這裏比較安靜，
綠化也主要集中在小區的中間位置，隔

了大片綠化，前
面的樓就
不會遮擋
視野和采
光，這會給
房子加分。

4、高
樓層

未必賣得好
雖然新樓盤開售時，通常樓層越高售價就越高，但在二手房

市場卻不一樣，處在中間偏低樓層的房子最受歡迎。
光照的問題一般高于 8樓就沒有差別了，18到 20樓以上的

樓層已經會引起一般人的恐高心理了。靠近電梯井的房子因為
電梯運行的震動容易出現兩個問題：噪音和墻體裂縫。給二次裝
修帶來麻煩，也是有些要求較嚴格的客人不喜歡的原因。

臨近道路的排序多半屬於為了地段而產生的無奈選擇，道
路意味著噪音和灰塵，太靠近地鐵帶來的問題除了噪音還有震
動。而買房人願意講究而不選擇高架或幹道的原因是：地鐵還是
有營運時間的，而高架和國道則是24小時噪音，特別是在深夜剛
好是大型貨車通過的時間段。

5、三居室不那麼受歡迎
二手房市場上最難賣的是三居室。三居室的面積普遍在 100

平方米以上，即使是初次購房者也難以享受在稅費上的優惠減
免。另外，總價比起其他中小戶型高出不少，也是影響目前大部
分買房人决策的原因之一。

最受歡迎的是兩居室的戶型，其次是一居室。李棟告訴《好
運？MONEY+》，許多購買二手房的客人大多屬於置換型需求，為
了孩子在市區裏更好的學校上學或是孩子上學放學家長接送方
便，要賣了離市區較遠的房子，換一套離市區更近的房子。由于
越靠近市中心，房子的單價越貴，因此，剛好滿足三口之家居住
需求的兩室戶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同樣的預算，在更遠一點的郊區可以購買到三居室以上、小
區內環境更好、更新的房子；如果買兩居室，則可以去地段更好
的區域物色一套附帶的資源更多的房子。顯然後者更符合大多
數換房家庭的需要：生活更方便，教育資源更好，出行成本更低。
所以，在預算差不多的時候，三居室是最不容易迎合買房人的類
型。

購買一室戶的多以用來做過渡性質的婚房或是挂戶口。在
限購令出臺前，在房價昂貴的重點學區範圍內，花相對少的價
錢買一套超小面積的房子（通常 40平方米以下）為子女入學
挂戶口，然後把房子出租的做法非常普遍。(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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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批黃克誠：
黃瞎子 作戰不許到前面

黄克诚，湖南人，1925年

参加革命，历任西满军区司令

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

后勤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

将军衔。

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戴

着一副金边眼镜，上了前线，

一看就是一个大官。

四野的老人说到黄克诚，

常常喊他“黄瞎子”，因为黄

克诚的眼睛高度近视。晚年他

的眼睛完全失明。与一般叫绰

号不同的是，不少人当面也喊

黄克诚“黄瞎 子”，喊得亲

切，喊得热情。黄克诚毫不计

较。在黄克诚自己心中和许多

人的眼里，黄克诚“瞎子”不

瞎，看问题比谁都清楚。生理

上的“眼瞎”却也常常闹出不

少 笑话。

每逢夜间行军，黄克诚真

的成为瞎子了，无奈，只好用

毛巾拴在脖子上，让警卫员在

前面拉着走。

一次行军，走着走着，黄

克诚突然发现前面的战士好像

停了下来。于是就上前拍了拍

前面那位，叫道：“快点！快

走啊！”话音落后，周围响起

一阵笑声，原来，前面停下的

是一头骡子，黄克诚的巴掌拍

在了骡子的屁股上。

有时候，小战士们也有意

地与黄克诚开玩笑。一次行

军，一位头前领路的战士对黄

克诚说：“政委，我怎么走，

你就怎么走，我就是你的眼

睛。”黄克诚连连点 头，就

跟着小战士走了。却不料，前

面明明是平路，调皮的小战士

偏偏一跳，黄克诚看不见，只

好跟着一跳；一会儿小战士又

故意在平路上绕了一圈，黄克

诚也跟着 绕了一圈，那动作

还很认真。旁边的战士发现了

不由得都笑了起来，黄克诚这

才觉出不对劲，不由得也笑

了，道：“你这个调皮鬼，不

跟你走了！”

因为眼不好，打仗时他数

次身陷绝境，幸好大难不死。

1930年晋坑作战，部队打

乱了，黄克诚只好一个人进行

指挥。当时正值夏季，他的脸

上淌满汗水，眼镜片一沾汗

水，一会儿视线就模糊了。

战斗激烈什么也不顾上

了，黄克诚指挥部队朝前冲。

当他一个人冲上去，这才隐约

地发现前面有许多黑洞洞的枪

口。不好！前面就是敌人，枪

口正对着他呢！在这千钧一发

之际，黄克诚大喊了一声：

“别开枪！”然后就势一个转

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只听到子弹在耳旁“嗖嗖”

地响，黄克诚以为自己这回死

定了，滚到山下后一摸身子，

居然没有中弹，只是那副眼镜

滚丢了。

没有眼镜，他什么也看不

清楚，周围一片模糊，辨不清

方向，只好摸索着前进。天快

黑的时候，他爬到公路边上，

看到许多人正沿着公路呼喊着

奔跑，定睛一看，这些人都带

着红袖标。原来，白军已经溃

败了，红军正在追赶敌人。

黄克诚回到了自己所在部

队。而这时，部队里都以为他

中弹牺牲了，悲痛万分。见他

完好归来，又转悲为喜。

还有一次，部队在行军的

时候，突然遭遇敌机的轰炸，

黄克诚急忙指挥部队隐蔽。部

队都疏散了，黄克诚却看见敌

机落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呼啸而

下，直落到他的 身旁。此

时，躲已经来不及了……黄克

诚心想，这下子完了！没想到

愣了一会儿居然没动静，那颗

炸弹落地后居然没有爆炸，真

是捡回了一条命。

眼睛不好，打仗时就要比

别人冒更多的危险。1933年，

黄克诚任红 4师政委，团村战

斗打响后，红军猛打猛冲，将

敌人击溃，并一路追击敌人。

溃敌退守到 一个寨子里，黄

克诚和师长张锡龙来到寨子外

察看敌情。或许他带着眼镜引

起了敌人的注意，正在观察

时，敌人的机枪子弹扫了过

来，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锡龙的

头 部，又把黄克诚的眼镜震

落到地上。没有眼镜，黄克诚

什么也看不清，他急忙蹲下来

四处寻找，摸了一会儿没摸

着，赶忙拿出备用的一副戴

上，这才看清张锡龙躺倒 在

地，已经牺牲了。张锡龙毕

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

红 3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

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

不已。

战后，彭德怀批评了黄

克诚，说：“黄瞎子，下次

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

么大的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

是个官！”

黄克城不明白林彪为什

么不回电报，依林彪的性格

和军事才华看，是不该死守

四平的。

1946年 3月，苏军开始陆

续从东北后撤，我军抓住时

机，大力向北发展，控制了四

平、长春等地，缴获了日军留

下来的大批军用物资，增强了

我军的战斗力。

国民党军不甘被动， 4

月，开始向北进犯，首先攻击

四平。

四平位于东北中部平原，

当时拥有10多万人口，它的位

置正好处于中长、四洮、四梅

两条重要铁路的交叉点上，是

进出东南西北满的咽喉要地，

是东北重要的交通枢纽。

我军占领着这个要地，国

民党军自然想夺回，四平就成

为双方进入东北后第一次决战

的所在地，国共双方在此首次

展开大较量。

4 月，国民党军分 3 路进

攻四平，我东北军进行防御。

战前，林彪征询黄克诚的看

法，黄克诚提出应先打三路

中较弱的一路，这样可以打

乱敌人的部署。林彪采 纳了

黄克诚的意见，将主力撤到

城外，寻求在运动中歼灭敌

人，城内只留有少量兵力。

我军以四平城为中心，组织

了 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坚

守外围，控制有利地 形，迫

使敌人过早投入兵力，使我

得以争取时间和夺取战场上

的主动。第二道防线，在四

平城边沿一带坚守。第三道

防线，在城内，准备与敌打

巷战。在四平城外围 保卫战

中，黄克诚的新四军 3师全部

参战，在其他部队的配合下，

有力地阻击了国民党新 1军和

71军的进攻，歼敌7000多人。

但 3师自身的伤亡也不小，特

别 是第 10旅伤亡最大，主力

第 28 团几个连队打得只剩下

十几个人。3师的英勇作战受

到了林彪的通令嘉奖。

冰心和林徽因“結怨”：
文章換來一醞陳醋

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搬到北

总布胡同的四合院后，由于夫妇

二人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

很快围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

的文化精英，如名满天下的诗人

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

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

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

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

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

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

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等。这些学

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

陆续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

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

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

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

客厅”。

但也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

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女性不但

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予以

嘲讽。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

李健吾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

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

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

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

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

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

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

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

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

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种种现象

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

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

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

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

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

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

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

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

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

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

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

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

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

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

达她的哀愁”。

李健吾与林徽因相识是在

1934年年初，当时林读到《文学

季刊》上李氏关于《包法利夫人》

的论文后，极为赞赏，随即写信

致李健吾，并约来“太太客厅”

晤面。与文学青年不同的是，李

在年龄上只比林小两岁，而且差

不多在十年前就发表作品、组织

社团，在文坛上已经算是个人物

了，因而双方见面后，是在平起

平坐的位置上把林引为知己的。

这也是后来李对林的性格分析较

之萧乾等文学青年更趋公正、切

实、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

梁思成的外甥女吴荔明在她所著

的《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

中，也毫不避讳地说，林徽因和

亲戚里众多女性相处不谐，只与

吴荔明本人的母亲梁思庄（梁思

成胞妹）没有芥蒂。至于李健吾

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

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冰心写

过讽刺文章倒是真的，确切的标

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

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而从

10月 2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

刊开始连载。这年的 10月，林徽

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

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

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

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

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

此举的确刺痛了冰心的自尊心。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

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

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

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

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

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

鲜明色彩，这“三虚”人物的出

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

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

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

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

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

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

是 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

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

同为清华学校 1923级毕业生，且

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古义

中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

心皆福建同乡，两对夫妻先后在

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

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

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

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

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

哲与任鸿隽谈情说爱的地方相识

并愉快地交往过。只是时间过于

短暂，至少在 1933年晚秋这篇明

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

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

山西陈醋之后，二人便很难再作

为“朋友”相处了。

2001年 12月 6日，陈学勇在

《文汇报》发表了《林徽因与李

健吾》一文，文中抄录李健吾抗

战胜利后写的《林徽因》一文，

陈学勇的借题发挥之作一经发

表，立即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

反响，王炳根看罢感到“有些不

舒服”。于是，文如泉涌，一口

气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

一文，对李健吾与陈学勇之观点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王氏认为冰

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更不是仇

敌，反而是要好的朋友，冰心与

林徽因的交往有三重背景：第一

是林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第

二是她们二位的丈夫是清华住一

个宿舍的同学，由于梁思成遭遇

车祸，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

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

心与吴文藻（二人同一条轮船抵

美留学）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

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

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

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

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

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

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

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

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

微笑着面对镜头。第三是冰心对

梁任公非常敬重，梁启超对冰心

自然也呵护有加。冰心特别喜欢

龚自珍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

中海岳梦中飞”一句诗，梁启超

便锦上添花地手书此诗赠与冰心，

冰心将其视为珍宝，60余年一直

带在身边，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

直至离世。王炳根说：“因了这

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

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

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

另外，1992年 6月 18日，因

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

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

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拜访冰心，

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冰心在

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便

“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

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

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

‘《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

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

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片’”。

根据冰心的这句话，王炳根认为：

“《我们太太的客厅》写谁与不是

写谁，虽然在 60多年后说出，它

出于作者本人，应是无误了。”

王氏的批驳文章刊出后，陈

学勇可能也感到“不舒服”，于

是很快进行了回击。王炳根只列

了“背景”，并没有举出独立的

直接证据，因而并不能服人。即

使亲密，那也只能证明当时，不

能代表以后的其他岁月仍是如此。

冰心与林徽因“结怨”的公开化，

当是自美返国后的事情。

陈学勇认为要研究一位作家，

仅听信作家自白是不够的，必须

经过分析并结合其他材料深入调

查研究。至于冰心说“太太的客

厅”是指陆小曼尤显荒唐。小说

写作的背景是北平，而陆小曼当

时远住上海，陆的客厅多是名媛

戏迷，与小说描述的客厅人物互

不搭界。还有，陆小曼并无子女，

倒是林徽因有一个学名叫再冰，

小名叫冰冰的女儿，而小说中的

女儿名曰“彬彬”，想来“彬”

与“冰”的谐音安排不会是偶然

的巧合。

由以上剖析，陈学勇认为冰心

以小说公开讥讽“太太”，这令孤

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容，“结怨”

势在必然，而且波及后代。陈氏举

例说：“林徽因之子梁从诫曾对我

谈论冰心，怨气溢于言表。

最后，陈学勇得出结论是：

林徽因与冰心结怨几乎是必定的，

除非她俩毫无交往、毫不相识，

越是朋友、越是同乡，“结怨”

的概率越高。她俩均为杰出女性，

但属于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态度、

人生哲学都很不相同的两类，二

人都看对方不顺眼且又不把对方

放在眼里则是意料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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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六成单身人士认为“顾家”

是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优势；太

自我、收入低是“90后”脱单的

两大主要障碍，而近五成“70后”

和“80后”则表示年龄大让自己

难以“脱单”。

1“90 后”太自我，“70/80

后”年龄大

对于单身人士来说，了解自

己“脱单”的优势和劣势，有助

于他们调整自己的择偶心态。调

查显示， 无论是“70 后”、

“80后”还是年轻的“90后”，

66%人认为 “顾家”是自己在婚

恋市场上的优势。

当问及脱单劣势时，却呈现

代际差别，近五成的“70后”和

“80后”表示年龄偏大是“脱单”

过程中最大的障碍。而对于“90

后”来说，“太自我，不懂取悦

对方”(42.41%)和“收入一般”

(40%)让他们感到“压力山大”。

调查中发现，有67.2%的“80后”

和 56.6%的“70 后”表示自己常

常陷于“喜欢上条件比自己好很

多的人”或“自己条件比追求者好

很多”的状态。而超四成“90后”

“容易陷入单恋或者暗恋状态”。

2 超七成单身坦言被剩下

高学历者最显著

珍爱网本次调查还显示，仅不

到三成的单身人士认为自己是“主

动剩下，享受单身”，有超七成的

受访者认为自己是 “被剩下，一直

没有遇上合适的人”。而认为自己

“被剩下”的人群中，高学历者的

数据更为显著：78.67%硕士和82%

的博士坦言自己“被剩下”。

高学历者“被剩下”的原因

大多与他们同样看重另一半“名

校毕业/高学历”有关——55.5%

单身硕士认为另一半的学历应该

与自己相当。而博士“被剩下”

的原因则两极分化：有 51%的男

博士认为沉闷是自己摆脱单身的

最大天敌，另有 49%的男博士表

示自己 “感情经历太丰富”，

相亲时容易被对方质疑自己对待

感情是否专一认真，成为了脱单

的阻碍。

3 男方失礼是大忌 女方主

动最加分

七夕节是约会心仪对象的好时

机，细节决定成败，约会更是如

此。珍爱网七夕特别调查显示，约

会时，女士最讨厌对方“没礼貌”

和“太多肢体接触”，而男士则对

“问财产”和“对他人挑剔，自己

没主见”最反感。而三分之一的单

身男女都表示：对方能“随和，总

是愉快接受自己建议”的表现加

分，女方适当主动会让男方更为

欣赏，“聊天时主动寻找话题”和

“主动提出下一次约会邀请”都被

男士认为是加分项。

两性在思维、行动上的巨大

差异被认为是双方交往“好事多

磨”的重要原因。珍爱网婚恋专家

张莎莎表示，当两人相处决定走入

一段亲密关系之前，男女双方都应

当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多和有经验

的朋友以及专家交流，学习与异性

的相处之道，期望给对方留下完美

的第一印象。比如男士在选择约会

地点及点菜时有主见，女士在赴约

前稍稍打扮自己以示重视，都能让

约会事半功倍。

4 约会花费

而约会消费方面，近五成的

单身男女认为单次约会消费 100

至 300元最为合适。广东男士最

为大方，能够接受“千元约会”，

超三成广州男士认为单次约会可

以花费千元，其次是深圳、杭州、

重庆及长沙，接受“千元约会”

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位于受访

城市土豪榜前五名。与之相对的

是，成都男人最为节俭，有

69.56%的成都男士约会消费控制在

300 元以下，紧接着是沈阳、济

南、上海和北京，这五个城市的男

士在受访中对约会花费最为节制。

来自成都珍爱网直营店会员

刘先生表示：“我认为平常约会

不应当花费太多的资金，100 至

300 元比较合适。但第一次见面

可以带上精致有心思的小礼物，

按时赴约，展现自己的诚意。当

然，如果经济条件好，选择高消

费的约会场所也无可厚非，但约

会、恋爱最重要的是诚恳，我不

赞成有些人在约会中只看重物

质，不去真心了解对方，或者因

为虚荣而选择超出自己消费能力

太多的场所。”

5 婚后理财

谈及钱，也就涉及到家庭财

政大权的归属问题。本次调查显

示，有 72.27%的男性明确表示婚

后愿意让妻子保管自己的工资

卡，除此之外，还有 12.57%的男

性虽表示不情愿，但“只要她开

心，还是会给”，宠溺之心可见

一斑。这方面最宠妻子的要以深

圳为首，愿意乖乖上缴工资卡的

男性比例达到 83.33%，其次是北

京，占比达到 72%，武汉男紧随

其后，比例达68.6%。

而面对伴侣财产，北京女性

表示希望伴侣将财产交给自己保

管的比例最高，达 92.3%，表现

出较强的“掌权欲”，而一向被

认为相对强势的上海女性也有

85.7%希望伴侣“上缴”工资卡，

排名第三的是南京，比例达76%。

在面临“谁来执掌财政大权”

这个问题时，珍爱网婚恋专家张

莎莎建议，男女双方不应该以爱

之名要求对方“上缴国库”，而

应当先努力创建共识。倘若最终

仍无法达成一致，可以在提交

“家庭基金”后实行“夫妻双方

各管各的”或者双方交替掌权的

方式，最终选择最适合家庭和彼

此的理财模式，因钱财存芥蒂、

失和气是最不明智的做法。

一秒讀懂男人心 絕對要知道的男人秘密
想了解男人的性爱秘密，真用

不着以身试法，在约会的过程中就

能根据他们的表情一一渗透。不

敢相信吗？

人的一切习惯在一些很小的细

节都能表现出来噢，往下看看你的

他是不是这样子？

1.彬彬有礼

恋爱初期，不少男性都会保持

自己的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始终

保持着微笑，这显得合情合理。可

是有部分男性，在恋爱关系已经确

定并且已经稳固后，依然保持着极

其良好的风度。他貌似极具亲和力，

一出场脸上就始终挂着迷死人不偿

命的微笑，很有风度。第一眼看到

他，会让不少女性怦然心动，觉得

“他”就是自己心目中的 Mr. right。

可是谨记，千万别因此冲昏了

头。他迷人的微笑、很有礼貌的行

为表现，只因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

包裹起来。表面看像是与你很近、

很亲，实则他的心离你很远很远。

他害怕受到伤害，也害怕伤害到他

人，所以，他会极力掩饰自己的真

正想法与感受。

2.笑容灿烂

他就像太阳一般，热情如火，笑

容很灿烂，每一个动作都极其优雅

大方。初次见面就表现出极为洒脱

的一面，言语风趣幽默，滔滔不绝

，女性朋友会不知不觉被他的情绪

所感染。不管他发生什么不愉快的

事情，他依然会在约会的时候表现

出自己笑容灿烂的一面。

这样的男人很容易相处，懂浪

漫，且很有影响力，很容易打动女

性的心。但是，既然他能在短时间

内吸引你，也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其

他异性的目光。他的感情浓烈，会

很快投入一段感情，情淡了也会很

快抽身离开。

3.坐立不定

恋爱初期的男人很容易脸红，低

着头不敢正眼瞧你，握紧双手，说话

还有些“口吃”，身子微微颤抖，

不停玩弄手边的小东西。这可以理

解为他害羞胆怯，不少女性第一眼

看到他，都会觉得他没有男子气

概，提不起兴趣。其实这种男人才

是最在乎你的人。

他如此的紧张，是因为他太重

视、太在乎你，希望在你面前表现

最好的一面，以至于无法抑制内心

的激动，神情、言语变得紧张、慌

乱起来。

因此，别忽略他的存在或是看

贬他。这样的男人很感性被动，

你若喜欢他就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

他，用真诚的心感化他，他将能成

为你的亲密爱人，并珍爱你一生。

4.不拘小节

平日里的他不拘小节，在约会

的时候更是一脸的轻松，如同与熟

悉的老友见面。他会很随意地入座，

身体后仰，或是把腿张开，一只手

托着腮，怎么舒服怎么来，不会主

动为你点餐照顾你的感受。在你第

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感到迷惑。

约会如此重要的场面都能如此

随便，彻底放松，说明他没把你看

成异性，目前对你没有爱情欲望。

他喜欢和你在一起，但他现在没有

想过要与你有进一步的感情发展，

只会把你当成“哥们儿”，希望与

你随意、放松地交谈，不受任何束

缚。这样的男人在性爱中也是随意

地点到即止为止，不会观察你脸色

的丝毫变化等。

如果你对他没兴趣就到此为止，结

束爱情游戏；如果他正对你的味口，

就得秀出你的性感与魅力。当他把

你当成女性看待时，你俩的关系才

可望升级为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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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臥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 / 自住 / 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6、年輕家庭不喜歡中式裝修
裝修對房子二次銷售的影響很微妙。一般來說，有統一設計

和裝修風格、上次裝修的時間不長、中高檔裝修標準的房子還是
比較有吸引力的。但太過風格化的裝修很難正巧命中最有誠意
的買房人，比如中式裝修。

中式裝修的風格沉穩，色調比較暗，強調室內設計中高度風
格化，需要有繁複的細節和意境表達，這對設計師來說是很高的
要求。如果設計師發揮不理想，室內只會讓人感覺壓抑沉重，而
感受不到它的沉穩和古樸。

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式
裝修更適合寬敞的大戶型
和中年以上的年齡層的審
美偏好，而目前二手房市場
上的買房主力仍然是 35歲
以下的年輕家庭，他們的審
美偏西化、偏簡約，難以接
受中式裝修風格。

“二手房交易很多情况
下是買第一印象。”李棟曾
經遇到一位客戶，同一個單
元裏樓上樓下兩套面積一
樣的房子，樓上是深色系中
式風格的裝修、實木家具，
客戶卻覺得整體感覺比較
壓抑，沒有特別強烈的成交
意願；樓下剛粉刷過白色墻
面，是宜家風格的裝修，客戶卻堅持認
為樓下的采光更好，最終買下了樓下的
這套。但實際上，同樣的價格，樓上的家
具和裝修成本至少要比樓下的多出兩
三倍。

如果裝修不是特別風格化，整潔的
房子比同類未經保潔、雜亂的房子的成交率和成交價都會明顯
高一些。二手產品給人的感覺越像新的就越具備競爭優勢。二手
房購買者普遍喜歡潔白的墻面、儘量少的家具擺設（打算把家具
當賣點的除外）和已經將陽臺進行封閉處理的房子。白色可以給
人明亮整潔的強烈感覺，能讓房間看起來更寬敞。

7、“未來規劃”難打動改善型買房人
如果你的房子周圍的商業設施、醫院、學校都還停留在規劃

上，你其實很難讓買房者確信這些規劃全都能變成
現實。一個正常的新建商圈、商業街、醫院、學校等
發展成型的時間平均都在 5年至 8年以上。從規劃
到完成建設再到成熟，這當中就存在著巨大的不確
定性。改善型和置換型買房人深知這一點，甚至他
們上一次買房就為“規劃”買過一次單。當他們下决
心要為改善居住環境再花一筆錢時，還會優先選擇
規劃中的環境嗎？

對于有出售計劃的購房者來說，在選小區的時
候最好避開全新開發，甚至規劃地塊上的拆遷戶還
都沒有要離開跡象的新區域，選擇在一個周邊配套

已經保持一定規模的地段。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方法，如果大
多數商家經營時間在 2年以上，說明進入了比較穩定的發
展階段。根據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對二手房購買客戶的統
計，以2012年的上海為例，改善置換型的客戶占到了50%以
上。這些客戶對小區周邊配套提供的價值則更為看重。

8、有債務問題？有麻煩
買房人不喜歡還在擔保或債務抵押中的房子，雖然實

際發生問題的概率不大，但一旦發生，就會在交易過程中產
生法律糾紛，最終影響雙方交易。它對買房人的風險主要是
：房主以需要先還清貸款為由，要求買家支付近一半的房價
作為首付款。而實際上在金額到賬至銀行劃賬的間隙中，資
金可能被取出挪作他用，而這時產權過戶還沒有開始，仍然

屬於房主，買房人的利益可能受損。
因此，在購買標的、金額比較大的客戶中，房屋是否處于債

務關係當中也是最終做選擇的重要參照。如果有可能，把貸款還
清或是使用第三方資金監管平臺是比較好的選擇。

這些時候賣房容易!
除了傳統的旺季金9銀 10，5月、6月也是人們集中看房買房

的時候，比起其他的月份，這四個月來看房買房的人會多出至少
20%。人們買房都喜歡選擇天氣好、溫度適宜、適合出門的時間
段，這些時候你找到一個好買家的幾率也更大一些。

根據21世紀銳豐不動產上海徐匯區區域經理王軼的經驗，
教育地產成交產生的小高峰比非教育地產的更多，這主要取决
于各區對戶口遷入和房產過戶的具體規定，例如徐匯區規定，在
3年前的 4月 1日前辦理好戶口遷入，對口的學校才接受入學報
名。而每年3月開學之前也會出現一個集中成交的現象。沒有特
殊條件要求的區域和學區對口範圍，通常會在每年的8月出現教
育地產集中成交的現象。

如果你因為個人原因將有半年以上的時間不能接待看房，
徐國峰建議選擇暫時停止挂牌。因為一套住房從挂牌到成交的
正常周期一般在幾周到2個月。如果你的房子因為較長時間沒有
人來看房，而周圍的房子平均成交周期是3個月，買房人通常不
會相信房子是因為個人原因沒有帶看而未成交，他們更容易認
為一直賣不出去的房子有缺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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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買房子如何穩賺不賠？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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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神童媽媽的教育觀

以下幾點可以幫助孩子做到真正投入：

●盡可能讓孩子決定自己想要做的事；

●讓孩子自己樹立目標；

●對孩子提出符合他們目前能力水平與狀況的課題；

●要讓孩子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悅；

●要讓孩子變得更加積極。

美國紐約市公立的史岱文森高中15歲學
生薩查瑞-楊格，在10年級還未結束時已讀完
高中所開的所有數學與科學課程。他決定提前
申請大學，而且是美國最壹 流的大學。沒想到
這名童子竟然在“科場”連中三元，美國最頂尖
的大學哈佛決定錄取他，而麻省理工學院和加
州理工學院也不甘落後，也要爭搶這名數學

“神 童”。
最近不少有關“神童”的消息，雖然在幾十

年前轟動壹時的科技大少年班現在越來越沒
人提及了，但“神童”的故事還是不斷有流傳。
在楊格的故事中，我們比較關註的是他的父母
如何來看待自己兒子的成就。

楊格的母親是壹所學校的辦公室文員，也
就是壹個普普統統的美國女性。自己的兒子這
麼有出息，換成咱中國人當媽的，那還不得樂
得屁顛屁顛的。楊格的媽媽對 兒子能被哈佛
錄取心理是滿歡喜的，但她沒覺得自己在別的
家長面前特有面子。這位“神童”的媽媽倒是說
了壹段令人深思的話：“這個孩子喜好非常強
烈，衝勁十足。我唯壹擔心的是，他好像不明白
壹生的青少年時期只有壹次，將來有很多時間
慢慢成長。我希望他早日瞭解這壹點。”

這位美國媽媽講了壹個年輕人成長中很
深奧的道理，那就是不論壹個人如何有才華，
在他的少年時代心理素質依然脆弱。記得有壹
句中國媽媽的名言，為了孩子的壹生，寧肯犧
牲孩子的童年，而且在現實中很多媽媽還很贊
成這種觀點。不論是中國媽媽還是美國媽媽，
都會深愛自己的孩子，但除了學習好、能考上
大學，什麼才 是父母不應忽視的子女教育呢？
那就是孩子的心理建設。兒童的心理建設有多
重要，間而言之，會影響到壹個人的壹生。所以
這位美國媽媽不怕孩子沒機會讀大學，而是
更註重讓孩子在青春期有壹個快樂的童年并
培養出健康的心理素質。

哈佛《幸福課》的老師本•沙哈爾將幸福
定義為：“快樂與意義的結合”。因而，純粹追求
享樂，或是純粹地追求成功，都不能夠給我們
帶來真正的“幸福”。

培養幸福感要素壹積極的態度

幸福的生活并不是由現在妳所處的環境
決定的。在妳產生“我能夠變得幸福”“我很幸
福”這洋積極態度的瞬間，妳就會發現此前從
未發現的幸福。

積極心理學家們發表了以下研究結果，即
：積極的心態能促使人更接近幸福，越積極的

人走上成功人生道路的概率也就越大。
如果讓孩子從小樹立了積極的人生態度，

那麼長大後他們也越容易收穫幸福和豐碩。積
極的思考方式不會在短時間內養成。童年時代
的生活習慣在長大成人之後也經常會出現。所
以從小就應該培養孩子建立起積極的思考方
式，這是父母需要努力的重點。

培養幸福感要素二真正的投入

投入分為主動投入與被動投入。
真正的投入是壹種向自己的夢想與目標

不斷靠近的“自我實現型投入”。自我實現型投
入在投入的過程中或許會伴隨有痛苦艱難的
情況，但此後便會帶來快樂與自我的發展。

心理學家認為：孩子童年時代和青少年時
期投入各種事情的程度，決定了他們今後所能
經歷的真正投入狀態的程度。

然而，很多孩子在學校上課，卻是壹種被
動投入的過程。

上課、考試或作業與其說是覺得有困難，
不如說這壹切都是強制性才讓人無法集中。投
入程度越低越不可能獲得良好的成績。

人活壹生，總會遇到挫折甚至是磨難，這
需要有堅強的意誌和良好的心理素質才能度
過艱難的挑戰。良好的心理素質不是憑空而來
，而青少年時期正是他們能否形 成良好心理
素質的關鍵時期，就如本文那位美國媽媽所講
，在人的壹生，孩子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成長，
但對他們而言，青少年時期只有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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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房地產住宅
商業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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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說地
段，地段，地段，
美國人說，loca-
tion， location，

location。其實，地段非常重
要。這是放在哪裏都適用的準
則。
美國存在不同的社區，社區

之間有著房價的差異。一般來說，完全是獨棟別
墅的社區的房價會比公寓樓社區的房價貴。你
用多少錢買房子，你鄰居的收入也就在同樣的

範圍內。
如果學校是你在選房時的重要因素，那麼

房子段會尤其重要。美國的公共教育有嚴格的
學區劃分機制，從小學到高中，學生只能在居住
地所屬學區內上學。由于學校資金和師資質量
的差异，出現了好學區與不好的學區。好學區的
房價也相對較高，也會更保值。

針對這種情况，外居樂根據華人的置業需
求開發了學區房搜索功能，用戶可以在外居樂
網站上輕鬆通過公立學校分數搜索在售房產。

而對于許多國內來的中國學生來說，由于
沒有美國綠卡或者公民的身份，通常
需要選擇就讀于私立學校。儘管許多
英文房源搜索網站上都有美國 高中
的基本信息，但是想要瞭解這些學校
的具體情况，尤其是私立學校，則需
要花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查看各
種英文網站。

對于這類需求，外居樂的找學校
功能，涵蓋了美國九大城市圈的 805
所私立高中詳細信息，通過找學校頁
面的私立高中的篩選功能，買家可以
快速定位到中意的私立高中，從而進
一步找到這所高中附近的在售房產。

美國的房型大致可分為獨棟別

墅（Single Family House），連體別
墅 (Town House)和公寓房 (Condo)。
單純從投資的角度而言，獨棟別墅
最保值，其次是連體別墅，最後為公
寓。嚴格而言，公寓並非戶型，是一
種房屋組織形 式。購買前兩種戶型
時，你是房子與地皮一同買下，而購
買公寓房時，得到的只是所住的單
元，屋頂與地皮都不歸屬于買家。因
為公寓房的公攤面積相對較大，所
以 維修管理費比連體別墅要高。獨
棟別墅的社區管理費用較低，但是
你需要定期割草和收拾院子，相對
麻煩。

房屋的朝向和地勢的高低對于日後的居住
舒適度都有很大的影響。偏愛風水的買家，也可
以在選擇房型的時候酌情考慮。

搜索房屋之前，首先要知道自己能負擔得
起多少錢的房子。如果你沒有房價5%的現金做
為首付資金，最好不要急于買房子。一是因為貸
款難借，得不到好利率。二 是防止萬一錢不湊手
，不能按月還貸款，房屋被銀行沒收。對于中國
的買家來說，目前大都會采用全額現金付款的

方式。
在這種情况下，買家除了要有足夠的保證

金（Earnest Money Deposit）已存入其美國的銀
行賬戶外，還要確保房屋過戶時有足夠的尾款
在其美國的賬戶。否則，一旦房子因為資金不到
位而無法成交，將無法拿回其保證 金，損失巨大
。目前為中國國內買家提供美國購房貸款的銀
行，通常最低會要求房價35%的首付款，因此買
房前的根據資金情况確定房價範圍十分重要。
如果您正 在考慮貸款，外居樂推出的“找貸款”
服務可以幫助您輕鬆辦貸款。(取材網路)

美國買房三要素你都選對了嗎？

在美國，二手房的交易大多需要通過房產經紀
人來完成。有意思的是，眾多生活在美國的華人
儘管英語水平很好，買房時依然偏向于選擇講
中文的華人經紀人。華人經紀人也確實客觀上
更適合華人客戶的要求，如溝通方便，文化隔閡
少，沒有生僻的英文專業術語困擾等等。據統計
，目前全美主要城市注冊的華人經紀人的數量
已高達2萬5千人左右。但是由于對經紀人行業
瞭解有限及信息的不對稱，即便是生活在當地
的華人，在尋找華人經紀人的時候也經常是一
頭霧水。

對美國購房稍有瞭解的朋友都知道，地產
經紀人在購房過程中扮演了多麼重要的角色，
幾乎是整個買房流程中的重中之重。但是選擇
一個好的經紀人的確是不容易。小編的一位朋
友就是用自己的切膚之痛交了一筆學費才明白
了此中之道。話說這哥們在美國第一次買房的
時候買了套新開發的房子，琢磨著新房手續簡
單，就找了個兼職的經紀人。然而這位經紀人在
幫小編朋友買房的時候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開
發商能送什麼禮物，結果這位經紀人全部的戰
果就是為業主爭取到了一個車載GPS。然而小編
朋友搬進去六個月後，門前的道路就開始拓寬
大修，綠地面積大幅減少，各種工程車製造了大
量的噪音，出行也變得非常困難，最可怕的是，
房價隨著施工一跌再跌……後來朋友才瞭解到

，這條道路的拓寬市政府幾年前就已經規劃好
了，但是這位兼職經紀人由于專業知識及對當
地社區的瞭解程度有限，壓根就沒有告知他的
客戶，導致了决策的錯誤。

今年這位朋友又準備重新買房了，這次找
經紀人確實也動了點心思，還是華人經紀人，但
是需要3年以上全職，聽說讀寫都得過關，當地
社區得非常瞭解，專業技能都得一一捋清楚，對
客戶是不是有一個負責任的態度等等。他對小
編說，挑選經紀人，關鍵在于挑，不面試上三五
個經紀人，你不會知道哪個才是真正適合你的。
那麼怎麼才能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經紀人呢?待
小編給您一一道來。

數據顯示，2014年近 40%的華人經紀人沒
有成交記錄。如何練就火眼金睛，找到能真正保
障自己權益的地產經紀人呢?您可以試試以下
的方法：

當地中文報紙房地產專欄
一些經紀人會在當地中文報紙房地產專欄

發表文章。文如其人，如果你讀了數篇文章後覺
得作者房地產知識豐富，人品正直，不防打電話
或去電子郵件做進一步的瞭解。

查看經紀人更詳細的履歷
選擇地產經紀絕對不能憑感覺，除了瞭解

經紀人的基本情况，他的從業年限、歷年銷售業
績、客戶的評價、服務理念或者是親戚朋友的推

薦等都是判斷其工作能力
的重要標準，這些履歷資料
可以幫助你更全面、客觀地
瞭解合作夥伴。

考察經紀人英文溝通
和寫作水平

在買房過程中要談判
房價，溝通房屋檢查與維修
等事宜。需要很強的英文溝
通能力。當然光會說還不夠
，還要會寫。尤其是在房市
火熱的灣區，西雅圖等區域
，賣家經常收到多個Offer競
價。這時候你的經紀人就要
發揮她的寫作能力。把你報價的原因一一羅列
出來，還有為什麼你是最好的買家。所以在正式
確定經紀人前，記得和你的經紀人做些英文的
郵件溝通，用來考核她的英文寫作能力。

經紀人房地產知識是否豐富
地產經紀人在美國已經不再是房源的唯一

信息來源，美國 70%的房屋成交是由買家在互
聯網上發現的。但是，經紀人要對買房的流程了
如指掌。在帶你看房時，能指出房子的優缺點，
不同的房子應該怎樣做比較。比如說如果地下
室少個廁所，要花7000~10000美元去修一個。如
二樓少一個廁所，花再多錢可能也修不了。報價

時，能夠使用市場分析為你定價，會用附加條款
幫你在必要時合法地取消合同，拿回定金。房屋
檢查後，會為你與賣主談判，或是讓他們修理，
或是讓他們給降價。還會為你介紹貸款和過戶
公司，提供搬家公司信息。

全美2萬5千多個華人經紀人，其中有大量
的兼職與缺乏經驗的新人，很可能處理不了在
買賣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而根據美國的法規，由
經紀人推薦的或者經紀人帶著看過的房屋，買
家就只能通過這個經紀人完成交易。無論經紀
人後期表現如何，用戶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取材網路)

如何選擇美國房產經紀人？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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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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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美國的房地產業已經是一個相對
成熟的產業，瞭解美國的購房知識，首先要
做好充分的準備，才能在最後出手買房時不
花冤枉錢。

買什麼房
從房屋結構看

美國的自有住宅房子種類主要有：

1 獨立別墅(Single Family House)

獨立屋(俗稱獨立別墅)占目前在美國銷售
的非公寓群住宅中的87%左右，獨立別墅的特
點是業主擁有較大的土地，並對此土地有全權
得使用權，作為獨棟別墅的業主，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自己作決定（在合理範圍內），從房屋外
型風格、庭院改善以及家庭生活習慣到建造花
園、游泳池、網球場、飼養寵物等等。當然，業主
還須支付房屋修理和日常維修的全部費用。獨
立別墅通常適合業主買來自住的，可以根據個
人的喜好，打造自己夢想的家園。

2 聯排別墅(Townhouse)

聯體別墅或聯體住宅指的是各自單獨擁
有的住宅（連同房屋下邊的地），但是和一家或
幾家鄰居的房屋共享公共墻壁。從老城區的排
房到商業區的兩家合用的兩層小樓以及高爾
夫球場別墅，這類住宅介于公寓和獨棟別墅之
間。

這是不是最佳選擇呢？取決于個人的愛好

和興趣。類似獨棟別墅，多數這樣的住宅有一
個院子（雖然一般很小）；又如公寓，一般配備
有共用的休閑場所（如游泳池，網球場），但是
同樣存在諸如環境較嘈雜、隱私性弱和建築風
格雷同等問題。通常聯體別墅升值高于公寓，
而低于獨棟別墅。

3 獨立產權公寓(Condo)

有產權的獨套公寓住宅。同樣，公寓也有
很多種類和形式（獨棟小樓、倉庫閣樓、高層公
寓），但都離不開兩個基本原則：1）每位業主只
擁有其單元內部的所有權以及從屋頂和外墻
到所有公用設施的一部分所有權。2）所有的業
主都要支付物業費，用以日常維修，公共區域
的修繕，保險以及意外費用。

從房屋性質看
在美國上市房源裏面，按照它的性質分類

，大致可以分成：

1 傳統買賣屋（Standard Sale）
傳統買賣屋是指，房屋所有人所擁有的房

子，委托經紀人上市出售。這種形態的房子，通
常屋不會把價格定得太低，如果有買主對房子
有興趣出價，通常價格是有彈性的。

2 銀行屋（Real Estate Owned）簡稱REO
銀行屋的所有人是銀行，這種房子都是原

來的屋主因為積欠了房屋貸款而經過法律程
序被貸款銀行收回，再交由經紀人出售。銀行
的要求是能夠迅速售出，所以這類房子大部分
的定價低于市價，這個比例可能會是5%-15%。

3 短售屋（Short Sale）或稱為銀行賠售屋
“短售屋”的所有人是付不出貸款的現屋

主，他們不想讓房子被銀行拍賣，另一個折衷
辦法就是以“短售屋”的形式出售。舉例來說，
他可能欠銀行貸款五十萬元，而現在市場的價
錢只能賣到三十五萬，所以他們希望銀行同意
以接近三十五萬的價格出售，其餘十五的差額
就一筆勾銷，讓銀行去承擔。房子的所有人雖
然是屋主，但房屋售價的決定者卻是銀行。這
樣的房子因為要經過銀行的估價和審核，所以
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售屋的過程。目前銀
行審核的時間大約為 2-5個月，長到一年的也

有。“短售屋”的房價通常和銀行屋差不多，甚
至比銀行屋的價格更低，但最後的成交價需要
銀行的認可。

怎麼買房
掌握以下方法可保障在購買時節省更多。

1 與最近出售的房屋進行對比

對比的內容包括：面積、條件、鄰里以及設
施。一幢新近裝修、單層、有附加車庫的面積為
1200平方英尺的住房應該與同一街區同樣面
積的住房價格相當。

2 與市場上的其他房屋進行對比

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參觀其他房屋以瞭
解其規模、條件和設施與你正在考慮購買的房
屋的優劣，然後再對房價進行對比，賣主一般
都清楚他們的報價要不違背市場價格才會有
競爭力。

3 與未售出的房屋進行對比
如果你打算購買的房屋與那些準備出售

但最終沒買出的房屋價格相同，那麼你該考慮
定價是否偏高。此外，如果市場上有數個同樣

的物業，那麼價格會略低，特別是空置的物業。

4 考慮這一地區的市場情況和增值情況
房價是持續升高還是下降？如果是賣方市

場，房屋的性能可能會被高估，而如果是買方
市場，則可能被低估。這一切取決于該房地產
市場是處于繁榮還是蕭條的曲線上。

5 是否要買業主直售
（for-sale-by-owner）房屋

由于沒有經紀人參與而不需付傭金，一般
這類房屋價格可打 6%的折扣。但許多賣家在
確定房屋價格時沒能考慮到這一點。另一方面
，賣方從一開始就未在代理的指導下給出合理
的價位或對代理人不滿而自行出售。不管哪一
種情況，房屋的價格都可能被高估。

6 瞭解這一地區的升值預期
你選擇的地區可能對未來的價格產生影

響。如果該地區有積極的發展計劃，如大型購
物中心的興建，輕軌的延伸，或者大型公司的
遷入，都會給這一地區帶來房地產市場的升值
。即使是計劃增加更多的道路或新建學校也是
不壞的兆頭。另外，如果雜貨店和加油站倒閉，
房價會因此受到影響。

7 你的經紀人的意見是什麼

即使沒有任何分析數據，你的經紀人可能
對該房產的價格是否合理，合理的價格應該是
多少有很好的直覺。

8 價格對你是否合理
如果你不喜歡這一物業，那麼任何的價格

都不會合理，即使你討價還價之後。相反，如果
你為了自己喜歡的房屋支付得比市場價稍高，
你也不會太在意。

9 價格測試
即使是在一個賣方市場，你也可以提出相

對低的價格觀察賣家的反應。有些賣家為避免
討價還價的麻煩而標出最低價格，還有些賣家
出價會高出他的期望值，因為他認為買家會砍
價，或僥幸有些買家會接受他的高價位。

10 進行資產評估和房屋檢查
一旦簽下合同，貸款人為了保護其經濟利

益要對房屋進行評估。貸款人希望明確的是一
旦你停止支付抵押金，他收回房產或進行拍賣
時不致虧本。(文章來源：網絡)

在美國買什麼房怎麼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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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長都會糾結孩子到底該
“窮養”還是“富養”。其實，與其一味追
捧“窮養兒子富養女”的信條，不如盡
可能提供這合孩子發展需要、這合家
庭實際情況的 條件，不必費力超越，
也無須刻意降低，在有選擇、有限度地
滿足孩子的物質需求的過程中，言傳
身教地傳遞給孩子對待物質、金錢既
不揮霍無度，也不錙銖必較的 價值觀
。

在各類子女教育論壇裏時不時地
會看到“窮養，富養”這兩個詞，大家討
論得熱熱鬧鬧，我卻看得糊裏糊塗，一
直對“窮養富養”的定義不得要領。理
論問題想不明白，索性不想了，不過倒
是借著這個話題梳理了一下這些年養
女兒的經歷和體會。

大女兒5歲時我們來到美國。那
時，一個博士後的工資養三個人，房租
一個月一千塊，啥東西換成人民蔽都
讓我肉疼（當時一美元值八塊多人民
蔽），這些加上身 份和工作的不穩定，
讓我對家裏的經濟狀況有深深的不安
全感，甚至是恐慌感，恨不得一塊錢掰
成幾半花。不是誇自己，我真覺得自己
是成功轉型的典範，由國內的 小資生
活迅速滑入過緊日子的狀態，由曾經
的“上得廳堂”華麗轉身“鉆進廚房”。
那時的生活圈子裏都是大學裏的博士
後，學生，我是“從善如流”，虛心學習
大 家交流的省錢秘籍。我連walmart
都不常去，專去大家口口相傳的Aldi
（便宜店），老墨店，希蠟人的店買東西
。不過大家的狀況都差 不多，倒也沒
什麼壓力，出去郊遊，家家護護帶著茶
葉蛋，拌涼麵，從沒想過午餐去飯店，
那真是窮樂和的日子。

當然女兒的生活水準也未能幸
免，跟著我們一落千丈。還記得第一次
去yard sale（美國人的家庭拍賣），滿

載而歸兩大袋，一袋毛絨玩具，一袋小
孩衣服。用洗衣機洗了以後，女兒穿著
高興，玩得開心。可是當我在越洋電話
裏得意洋洋 向我媽彙報我的“成果”
時，卻被訓了一頓：“怎麼能給孩子穿
別人的舊衣服！”也是的，在國內獨生
子女是小皇帝，小公主，爸爸媽媽就差
為他們“五天攬月，五 洋捉鱉”了。女
兒在國內過生日時朋友送的都是幾百
塊錢的玩具和衣服。不過，好漢不提
當年勇，此一時彼一時，陪父母“洋插
隊”，娃也得跟著接受“再教育”。

在那段穀底的歲月裏，女兒很懂
事地和我們一起走過來。去中國店買
菜，她的眼睛總是被花花綠綠的小食
品吸引，可是她記住媽媽說的話：“每
次只 能挑一個，不能超過一塊錢。”在
超市裏看到喜歡的玩具她會拿起來先
看價簽，然後自言自語說：“哦，太貴了
，等到降價的時候我們再來看看。”再
喜歡的她也會 放回架上。至今想起她
當時的洋子，我的心都會酸酸的。

從小酷愛讀書的女兒童年時好
像沒有幾本屬自己的新書，因為十塊
錢一本的書對當時的我是一筆大錢。
不過這并沒有影響她的成長，因為一
到美國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最好的地
方---圖書館。每周十幾本甚至幾十本
地借，借回來如饑似渴地讀，讀完就催
著爸爸媽媽去圖書館。就這洋日復一
日，年復一年，沒有 新書的女兒卻成
了最愛讀書的孩子。

這洋的日子過了五年，隨著孩兒
爸找到穩定工作，我們有了綠卡，再後
來我也有了工作，家裏的日子不再那
麼緊巴，我花錢的手也慢慢地松了起
來。我不再給孩子 買人家的舊衣服，
而是去百貨商店趕sale的時候買。等
到女兒上了初中，對穿衣戴帽有了自
己的想法時，我就帶著她一起去商店

讓她自己挑選，現 在更多的時候是她
和朋友一起去買。

孩子小的時候對金錢沒有什麼
概念，漸漸大了，看到周圍的人和事，
就有了想法和疑問。面對這些，我知道
不能回避，敷衍，只能正面地去和女兒
交流。記得上初 中時女兒說：“有的同
學家住公寓，自己都沒有單獨的臥室，
可是她們卻背著c品牌的包，穿著c鞋
。”我說：“我們和人家一洋都不是富人
，只是每家的父母把錢 花在不同的地
方。我們更願意把錢花在妳學鋼琴，長
笛，滑冰，網球，遊泳上。妳說哪種做法
更值得？”

一次我給鋼琴老師寫支票時女
兒在旁邊說：“媽媽，我從四歲開始學
鋼琴，到現在花了很多錢，這些錢夠買
一輛汽車了吧？”我笑了：“夠買一輛寶
馬了。不過，看到妳在舞臺上彈琴，媽
媽的心會緊張，興奮，激動；聽到掌聲，
媽媽會特別驕傲。這些都讓媽媽感覺
比坐寶馬車幸福多了。”

我一直都沒有富養還是窮養的
概念，也沒有為此糾結過。跟著家裏的
收入走，跟著孩子的需要走，邊走邊把
自己的金錢觀價值觀灌輸給孩子，這
洋孩子也不會糾結，不會為物質所累。

我讓女兒知道：妳不是含著金鑰
匙出生的，家裏的錢不是大風刮來的，
每一塊錢都是父母辛苦工作掙來的。
我們對妳物質需求的滿足是有限度有
選擇的，更不會超越我們能力所及的。

我讓女兒知道：幫助做家務是沒
有報酬的義務勞動。秋天掃樹葉，冬天
鏟雪，平時倒垃圾，推垃圾筒，在家裏
帶妹妹，都是妳做女兒做姐姐的本分。

我讓女兒知道：考試得了好成績
，比賽得了獎是妳為自己做的，爸爸媽
媽會為妳高興，全家會出去吃飯慶祝，
可是我們不會事先懸賞，也不會事後

現金獎勵。
我讓女兒知道：一個女孩子打動

人的是健美的身體，自信的眼神和陽
光般的笑容，沒有這些，穿再貴的衣服
人們在心裏也不會給妳打高分。

守住這些底線，并不意味我是個
在金錢上苛待孩子的媽媽。女兒去外
州慘加國際科學大賽，去DC領獎，我
都會帶她去買漂亮的衣服，去做頭髮，
去買好的化妝品。女兒和朋友去逛
mall，看電影，吃飯，如果她需要20塊
錢，我會給她30，回來後她會主動把
剩的錢還給我。

特別是女兒上高中以後，校內校
外慘加的很多活動都要花很多錢，有
時我們也會私底下嘮刀一句：“這真是
花錢如流水啊！”可是該花的時候我們
從不猶豫。記得 九年級女兒試著組織
debate club（辯論俱樂部）的時候，她
對我說：“媽媽，要加入一個全國的組
織，需要交200多美元的會費。可是現
在還沒有幾個人，而且他們幾個都猶
猶豫豫 的。”我說：“妳不用擔心這個
錢，需要交的時候我們為妳付。”儘管
最後club沒有辦起來，可是女兒知道
爸爸媽媽一直在支持她。今年，她要慘
加一個全國性 的科學學會組織的競
賽。那個競賽不僅要提交書面報告，還
要交一份錄像。因為這學期的功課和
考試的壓力特別大，女兒想要放棄。她
說：“我準備得不充分，得不 了獎，95
塊錢的報名費肯定是白花的。”我說：

“95塊錢妳不用考慮，妳不試怎麼知
道自己不行？妳已經準備了，別錯過這
個機會。”結果她得了二等獎，對於 這
意外的收穫她高興得不得了。

因為知道要尊重父母辛勞得來
的金錢，所以她不揮霍；因為父母在金
錢上讓她不缺乏，給她安全感，所以她
不會對金錢孜孜以求，錙銖必較。更重

要的是我們在為她花錢的時候，我們
的選擇和優先次序向她傳遞著我們的
價值觀。

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女兒從小到
大，小到玩具衣服，大到手機電腦，從
沒為哪洋東西和我們糾纏過，更沒有
因為得不到滿足而對父母抱怨。當然，
手機和電腦在她該需要的時候我們就
會為她準備。

特別是這一兩年，我們對她自己
的花費越來越放鬆，可是她自己懂得
分寸，所以還沒讓我們頭疼過。

去年暑假她去華盛頓慘加一個
政府部門組織的的活動，一周裏所有
費用主辦方都包了，沒有需要花錢的
地方，可是我還是給她100塊錢。活動
結束 後我們全家在華盛頓又玩了幾
天，在歷史博物館，妹妹挑了幾件紀念
品和書，交款的時候，我一時著急找不
到信用卡，大女兒連忙從自己的包裏
拿出錢。後來她又在 路邊的小店給妹
妹買了一件紀念衫。我跟小女兒說：

“看，姐姐多好！”大女兒馬上說：“那是
媽媽的錢。”回到家後，她把剩下的錢
交給我，我隨便問了句：“妳 買什麼了
？”她說在Smithsonian（美國著名的國
家博物館）買了些紀念品，是送給她的
好朋友們的。

就這洋，在我還沒明白啥是窮養
富養的時候，孩子就長大了。

看到關於窮養富養的討論我問
女兒怎麼看，她說：“小孩懂事之前不
該富養。”看來小時候的苦日子在她的
身上沒有成為負能量，而是讓她懂得
了父母給與孩子的無限的愛和有限的
物質之間是不矛盾的。

在美國，這樣“窮養“與”富養”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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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一輩子，掙多少才夠？
這輩子掙多少才夠？這個題目，很多人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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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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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人不同意，說，三粒米哪行？要五粒
才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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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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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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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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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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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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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才算成功？
畫家凡高生前窮愁潦倒，妳能說他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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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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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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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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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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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終老一生？
當然不是吃飽了穿暖了搬把躺椅坐後院曬

著太陽搖著蒲扇等死。圖靜可讀書寫字上網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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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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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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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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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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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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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間介：子姜，畢業於北京大
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曾在

《今日中國》雜誌社任職，後赴美
，獲德州州立大學（聖馬科斯）計
算機科學碩士學位，多年來先後
在摩托邏拉、IBM、萬機儀器等公
司任系統軟件工程師，愛寫代碼
，也愛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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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必看：在美國出車禍應該怎麼辦
北美留學生日報訊 上周出了一個小車禍，

現在手續都辦的差不多下周就去送修了。車禍
不會再每天的生活裏出現，開車就難以避免，第
一次出車禍通常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畢竟不是
自 己的地盤難免手足無措，碰到nice 的人還好
，如果偏偏碰上那些想占保險公司便宜的人就
比較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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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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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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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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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雙方交換電話號碼和保險公司的policy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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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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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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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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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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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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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車輛損壞部位 個人受傷情況 提供個人信息
與警方report的信息等等

2. 等待保險公司與對方車主核實信息後拿
到 Claim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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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車事宜
如果是已方肇事
5. 如果對方問題不是特別嚴重的話 可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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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這洋做是合法的。
6.如果比較嚴重的話，聯繫自己的保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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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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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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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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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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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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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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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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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撞得不是很重 下車後檢查 除了別人蹭了點
漆到他車上之外就沒啥事(當然也因為是一輛
福特美國車)因為趕著去機場 也沒叫警察和找

人家要聯繫方式什麼的，車牌也沒照。本來朋友
以為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殊不知第二天 車裏
的電路系統壞了。除了能開車燈之外，儀表盤和
車內燈不亮了，轉針也不動了(當然也因為是一
輛美國車)。我朋友給悔的，然後自己掏了七百
刀給修好了。在 這種情況只能認自己倒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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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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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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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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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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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記：美國現在有接近占總人口10%
的失業率，又創新高，拿社會保障金過日子
的人在20%左右。而這些人大[微博]多都沒
有醫療保險看不起病，碰到這種情況也難
免讓人家鉆了空子 佔便宜。出車禍後還是
得自己多留幾個心眼。是我們的錯自然要
去負責，如果有外界因素的話，全部得自己

承擔未免也太冤了些。在美國不像在國內，有冤
咱可以申 啊，這是我們的自由和維護自己的權
力。下面將介紹的這一個案例就涉及了人身傷
害，以及如何用法律的手段來挽回我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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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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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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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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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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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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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做這些事要當心，或許惹麻煩
美國維 吉尼亞州華裔女子劉文靜（Wen-

jing Liu，音譯），違反兒童監護令私帶4歲兒子
搭飛機回中國大陸，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
攔截回來，劉文靜被控以“國際父母綁架兒童”
罪而被捕。此案 的發生在北美華人中引起很大
反響，不少華人對母親為何不能帶自己的孩子
表示不解。

據美國“全國失蹤與受剝削兒童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and Exploited
Children）提供的信息，每年全美有1800－2000
宗兒童失蹤案，其中四分之一是“國際父母綁架
兒童”案。

何為“國際父母綁架兒童”？即孩子的父母
（不論是在婚、分居還是離婚）為孩子的共同監
護人時，如一方未經另一方允許私自把孩子帶
出或試圖帶出美國，就違反了兒童監護權的相
關條款，而這一行為就是“綁架兒童”的行為。不
僅在美國，加拿大也有類似法律。

美國紐約州對“父母綁架罪”建立了監控系
統，夫妻進入離婚程序後，若有一方感覺另一方
會把孩子帶走甚至是要帶到另一個國家時，可
以向執法機構備案，警方和邊境口岸會留下孩
子的記錄，一旦一方擅自帶孩子出境會立即被
捕。被控以父母綁架罪的人，不僅要失去孩子的
監護權，而且還會被判刑入獄。

導致出現這種令大人和孩子都受到傷害的
悲劇的原因，主要還是東西方文化差異造成的。
下面提到的問題都應引起華人移民的重視，否
則犯了法都不知道為什麼。

一、管教孩子

中國人自古有“棒下出孝子”一說，雖然近
代對孩子多建議用說服教育的方式，但父母為
了教育孩子讓其吃點皮肉之苦也是被普遍接受
的。不過，在美國、加 拿大等西方國家，孩子受
到絕對保護，任何人（包括父母）不得打孩子。一
旦被發現，輕者受到訓誡，重者就會被剝奪對孩
子的監護權，甚至被判刑入獄。這方面的 案例

時有發生。所以，不論孩子犯了多大錯誤，千萬
別動手打孩子，連威脅性的言語都不可以有，
否則妳可能會“悔之晚矣”。這是絕絕對對的文
化差異。

二、抽煙喝酒

在中國，成年人抽煙喝酒（包括在公共場所
）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但在美加等國就要特別
小心了。在許多城市，特別是紐約，任何人不得
在公共場所（包括公園）吸煙或飲酒，否則會受
到經濟處罰。有些人因為英文水平低，還鬧了笑
話。

紐約的王先生在禁止吸煙的區域（smoke
free）吸煙被罰款，他非常不解，指著墻上的牌子

問：“這裏不是免費吸煙嗎？”原來他
把英文的“smoke free”（無煙區）當
成“免費吸煙”了。許多中國人只知道

“free”是免費、自由的意思，不知道
還有“清空”和“免除”的意思，相同的
用法還有“drug free”（禁止吸毒）。
避免發生這類事件的最好辦法就是
把煙酒戒了。

三、攙扶傷者

當妳走在街上，碰到老人突然摔倒，或有人突
然發病而摔倒，妳會怎麼做？也許妳會說：當然
是趕緊扶起來呀。在中國，這沒有錯（盡管越來
越多的人現在不 敢這麼做），但在美國和加拿
大千萬別這麼做，否則妳就在冒犯法的險。為
什麼？因為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有相關法律，非

專業醫護人員不得處理這類突發事
情，因為 他們認為任何非專業的動
作都可能“弄巧成拙”使病情加重，
甚至出現危險。所以遇到上述情況，
只能打“911”報警，千萬不要動傷者
。這也算是文化差異吧。

四、違規開車

在中國，如果妳因為違章駕駛被警察抓到時，妳
一定是規規矩矩彬彬有禮地從車裏出來，向警
察認錯、解釋。但在美國，妳可千萬別這麼做！當
警車追上妳讓 妳停車時，不管妳知不知道自己
違反了哪條交通規則，都千萬別從車裏出來，一
定要按照警察的要求做：讓妳搖下車窗，妳就搖
下車窗；要妳出示駕照，妳就拿出駕 照給警察，
千萬不可有多余動作，否則警察有權向妳開槍。

為什麼？因為這個規定是美國
警察用鮮血換來的。若幹年前，當
警察叫停違章車輛時，也是允許司
機下車，但有的駕車者下車後立即
朝警察開槍，造成警察傷 亡。為了
避免這種事件發生，就規定了司機
不許下車。但一些考了駕照的新移
民（微博），竟然不知道有這麼個規
定。所以千萬別給自己找麻煩，別
讓警察誤以為妳 要掏槍。

五、晾曬內衣

中國人喜歡在太陽底下晾曬衣服，包括內衣。但
這一點在美國和加拿大要小心，因為許多城市
不允許內衣暴露在公眾視野下。一旦被鄰居舉
報，就會受到相關部門的罰款。

六、公園納涼

炎熱的仲夏夜，許多中國
人喜歡在公園裏納涼。但在美
國的許多城市晚上是不可以
隨便在街頭公園駐留的。拿紐
約市為例，大部份街頭公園的
入口處都有一個 小牌子，上面
寫著晚上不得在公園內停留
的時間（大部份規定是10點）。
如果不知道這個規定，一旦被
警察發現，不但罰款，還要上
法庭。

此外，有些公園專門辟有
母子遊樂區，只允許母親帶著
孩子進去，許多人不知道，又

不懂英語，一旦誤入，就觸犯了法律。

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A7美國生活
星期一 2016年10月24日 Monday, October 2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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