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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多地公寓租金下滑全美多地公寓租金下滑

由于不少公寓業主提供優惠
以吸引租戶，許多美國公寓市場，
包括達拉斯地區的公寓租金實際
上都在下滑。

根據多住戶物業管理公司
RealPage的報告，在新冠病毒爆

發期間，全美各地的出租公寓社
區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但到
目前為止，公寓入住率還沒有出
現大幅下降。但是隨著疫情的蔓
延，一些主要城市的有效租金卻
已顯著下滑。

RealPage 首席經濟學
家格雷格•威利特（Greg
Willett）在最近的一項研究
中說：“就整個國家而言，截
至八月份的有效租金要價
比 一 年 前 的 水 平 下 降 了
1.4％。

降價幅度較大的市場
往往是沿海門戶城市。其中
表現最差的是舊金山，其有
效租金要價下降了 12.7％，
其次是聖何塞，下降了11.4％
，紐約也下降了10.1％。”

而在達拉斯地區，Real-
Page發現，公寓業主平均將
租金削減了1％至3％。不過
沃思堡地區的租金走勢相
反，同比仍上漲了1％至3％
。
在奧斯汀地區，租金同比下

降3％以上。
威利特說：“除了沿海門戶市

場以外，在一些有大量新公寓物
業正在不斷推出市場進行首次招
租的地區，也可以看到稍為溫和

的租金削減。主要例子包括德州
的大多數市場，以及納什維爾
（Nashville）、丹佛和西雅圖等地
區。”

在達拉斯地區，向租戶提供
某種形式優惠的公寓社區的比例
今年增長了50％以上。最常見的
優惠是提供一至兩個月的免租期
。免租期幫助業主繼續吸引租客
入住某些公寓物業。

不過威利特透露說：“八月份
的公寓需求證明是穩定的，甚至
在大多數地方還超過了一年前的
水平。”

根據代表大多數公寓業主的
“全國多住戶房屋委員會”的數據
，截至上周，全美僅有90％多一點
的公寓租客支付了九月份的租金
。

達拉斯地區在大流行期間的
房租支付率比全美高一些。該地
區是全美發展最快的公寓市場之
一，目前有40,000多個公寓單位
在建。（文章來源：美房吧，mei-
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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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常見問題解答疫情期間常見問題解答----房東篇房東篇

你住在哪裏似乎無關緊要，但似乎犯罪率在上升，即使
在羅利和威爾明頓地區也是如此。似乎每天晚上你都會聽到
關于襲擊或入室搶劫的新聞。作為房客，你能做些什麼來保
護自己和家人嗎？當然可以。另外，我們將討論一些您的房東
可以做的事情，以增加您的人身安全。

保護你自己，保持警惕！
也許保護自己和防止攻擊的最有益的方法之一，是保持

對周圍環境的警覺並警惕潛在的問題。當你離開家時，把鑰
匙放在手裏。如果需要的話，他們會成為一件好武器。當你走
來走去的時候，要保持警惕，瞭解你周圍的環境與你身邊的
人，尤其是站在你身邊的人進行短暫的眼神交流，如果你先
監視他們，攻擊者就不太可能采取行動。要自信。把鑰匙拿出
來準備好。不要在你的口袋或錢包裏摸索鑰匙，因為你比起
你的周圍環境，你會更專注于這一點，那只會為攻擊打開大
門。

安全第一，檢查你的門！

現在讓我們換個檔位。花點時間評估一下你住的房子
或公寓的安全性。檢查你的外門。它們應該是實心的，或者
是實木的，或者是金屬的。如果是空心門，請聯繫房東或其
物業管理機構。

門鎖怎麼樣？所有外門都應該有安全螺栓。如果附近
有窗戶，門閂應該用鑰匙打開，而不是從裏面的旋鈕打開，
以防止入侵者打碎玻璃並轉動門閂。此外，防松螺栓應至
少伸入門柱一英寸。

如果有證據表明鎖被撬開了，門被撬開了，或者有一
個很大的間隙顯示了門閂，請讓你的房東或他們的代理人知
道。我們可以在門和五金件之間安裝一個金屬面板，使它更
安全。當然，鎖對你沒有好處，除非你用它。當你離開的時候，
我們知道你總是鎖上門，但是你什麼時候回家呢？

檢查你的窗戶！
每天出門前所有的窗戶都應該鎖上。如果小偷想從窗戶

進去，他們就得打碎玻璃，這樣才能引起別人的注意。當你回
家時如果你想讓新鮮空氣進來，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安裝確

保安全的一個滑動或雙懸窗。簡單地在窗戶和外殼之間支架
一塊小木板或木棒。只要你的窗戶開得不夠大，孩子就不可
以爬過去，入侵者就不能再把窗戶開得更寬，進入你的家。

如果你租住在犯罪率高的區域，而你的單位在一樓，請
向房東諮詢安裝防盜杆的問題。他們是一個強大的保護，以
防止入侵者進入房屋，它能帶給居住者一個當之無愧的安全
感。

我們希望你安全，我們希望幫助你住在一個你感到安全
的家裏。記得打911求救，和他們關于如何預防犯罪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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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房客/房東都會遇到一些困難，租客和房東該
怎麼處理？特殊時期，建議雙方互相體諒，私下商討一個好的
解決方式。同時，房客/房東都不忘保護自己的利益。收集了
一些問題是很多房客/房東都會關注的供參考。

房東常見問題：

Q:疫情期間，租客什麼時候交租金？
如果租約規定下一次房租在4月1日到期，租客仍須按

時付款，除非可以向房東提供證明其付款能力受到疫情影響
的文件。

Q:租客需要提供什麼樣的文件證明？
例如解雇通知，工資單，或由雇主或主管簽署的解釋房

客財務狀況發生變化的聲明等。

Q:暫停驅逐租客期間，租客不支付的租金，
將來是否需要支付？

需要支付。不能按時支付租金的租戶，必須最終向房東
提供全部租金，否則房東有權發起驅逐程序。按照目前疫情
的發展程度，相信大概率情況下，政府會延期此行政命令。

Q:租客擔心財務狀況改變，可以支付部分租金嗎？
除非租客財務狀況因疫情改變，並可以提供上面提到

的證明文件。否則租客必須在租金到期時全額支付租金。行
政令沒有停止租戶支付租金，或減輕租戶對未付租金的責
任。

Q:房東是否有權終止租約？
根據行政令，允許房東因未付款和其他法律原因終止

租賃。但在緊急狀態下禁止驅逐租客。在禁令結束後，方可
恢復。

Q:租金收入減少，房屋貸款如何支付？
根據聯邦住房金融局的指示，房東如果遭遇財務困難，

允許房東延期付款。請與貸款銀行聯繫，確認豁免流程與延
期細則。

Q:我們的物業管理辦公室因COVID-19而關閉，
我們希望租戶在線支付租金。我們可以要求嗎？

可以的。如果您的租約或規則已允許此規定。但是，請記
住，並非所有租戶都可以訪問互聯網或進行網上銀行業務，
應該為這些租戶提供合理的條件，例如保管箱( drop box).

Q: 我有一個租戶被診斷出COVID-19。我需要向
其他租戶透露此信息嗎？

COVID-19診斷結果不是必需的披露，還有一些隱私問
題可能會阻止此類披露。鼓勵您的租戶和員工采取個人預防
措施，例如與鄰居遠離社交，經常清潔和洗手。其他衛生習慣
可在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頁面中找到。

Q: 如果房客的COVID-19測試結果呈陽性，
我該如何清潔和消毒房客單元？

房客負責自己單位的清潔和消毒，儘管房東可能負責為

將來的房客清潔和消毒物業。可通過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和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https://www.hud.gov/sites/dfiles/
Housing/documents/MF_Corona_QA_FINAL_3-16-20.pdf)
獲得更多指南。

Q:我的租戶的租約即將續約，他們已經發出搬遷
的通知。現在，他們拒絕離開。我該怎麼辦？
在這種國家緊急狀態下，您與租戶的租賃條款仍然決定

著每個人的權利，義務和可能的補救措施。不撤離的租戶可
能會受到法律訴訟，但是特定房東是否願意采取這些補救措
施最終取決于該房東。此外，新澤西州最高法院的命令宣布
司法緊急狀態，直到對此情況另行通知為止。

Q:我正試圖安排親自展示出租物業，但目前的房
客拒絕允許這樣做。我該怎麼辦？

根據租約，您可能有權將可能的租戶帶入該單位。但是，
請考慮選擇視頻演練或顯示另一個單元之類的選項。

Q: 我需要對房屋進行維修和例行維護，但是我的
供應商暫時不工作，租戶又不想讓任何人陌生人

進入他們的公寓。我該怎麼辦？
如果您沒有自己的維護人員，請與您的第三方供應商聯

繫，以瞭解他們在未來幾周內的計劃。與您的供應商討論他
們的健康和安全協議，以便可以與租戶共享。如有必要，請盡
可能與租戶合作以推遲常規的計劃維護。

Q: 租客可以使用保證金支付租金？
新澤西州州長墨菲（Murphy）簽署了第-128號行政命令

，允許租房者使用其保證金支付租金。各州法令可自行上網
查詢。該命令立即生效，並將在公共衛生緊急情況結束後持
續60天。住宅租戶必須提出書面要求，以將保證金用于租金
。保證金的補充將在公共衛生緊急情況結束後六個月內補還
房東。（（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房客如何保護自己房客如何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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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房地產專業人士的成為房地產專業人士的55個理由個理由

我們在美國的房地產很多時候會隨著市場的情況漲跌，
很多人都希望是自己的房屋保值，因此很多人認為通過房屋
改造能增加房屋自身的價值，但是在改造的過程中，如果改
造的不合市場需求，反而會影響房屋的價值，我們簡單總結
了如下的相關裝修注意事項幫大家更好的增值房屋：

1. 廚房裝修過于高檔
經過調查，絕大部分廚房經過高檔翻新後，僅能回收約

54%的裝修成本。但是恰恰相反，小規模而精緻的廚房查裝
修，可能更加吸引絕大部分購房者的目光。對于我們絕大部
分房主來說，更加務實的翻新、更加使用的家電，對于購買者
及房主來說是兩全其美的選擇。

2. 找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很多人喜歡自己儘量做房屋的簡單裝修工作，這樣可以

節省裝修費用。但是同時也會隨之出現油漆不勻、墻皮脫落
等等問題，由于自身並不是專業做裝修的，而自己在裝修時
又沒有太多經驗，常常會適得其反，造成房價降低。因此，尤
其在一些表面工作上，雇用專業工人，達到自己和買主想要

的目的才有助于達到提升房價的效果。

3. 盲目擴充房間面積
很多房屋本身面積較小，而這種房屋如果不考慮整

體的空間，盲目在較小屋內減少一臥室，可能會導致其
他房間空間變小，帶來房屋功能下降，生活不方便等問
題，最終導致降低房屋售價。

4. 合理使用地毯
隨著人們審美的變化，居家生活中很多人更加喜歡地板

，因為地板更為保值。而如果選擇新硬木地板，可明顯增加房
屋價值。相反，大面積的使用地毯，不光影響房屋整體的視覺
，還會造成房屋裝修落後時代，影響房屋價值。

5. 隨意占用房屋土地面積

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認為擁有一個游泳池，將會增
加房屋的功能，跟家吸引買家。但是他們卻忽略了任何不想
維護游泳池或為泳池投保的買家，都會將游泳池視為房屋缺
點，若想提高房屋售價，不值得加建泳池，因為將不會收回
成本。因此，在我們想占用房屋土地加建時，一定要視市場的
需要來確定，並不是加建的越多，房屋越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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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經歷過這樣的時刻，你從大學畢業，意識到是時
候面對現實，找一份對你的職業生涯有益的工作，而不是僅
僅為你的下一頓飯買單的工作。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你會
被鼓勵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這樣做的時候，你會建立起一
種心態，那就是在你的生活中你一天都不會工作。如果你正
在閱讀這篇文章，你可能會認為商業房地產是一個潛在的職
業。不管你是失業了，還是即將離開一份不稱心的工作，你都
迫不及待地想要逃離，好的一面是你決定了下一步的行動。
以下是你應該選擇房地產投資的原因。

1. 互相幫助的群體
如果你曾經走進過經營房地產的辦公室，你就知道我在

說什麼。這些人不僅友好而且真誠，他們會不厭其煩地和你
談論你想要的任何東西，如果你停下來請求幫助，你一定會
獲得很多人的幫助。因此，休息室的互動變得可以忍受，工作
場所的士氣也會以指數形式飆升。毫無意義的談話是很難獲
得的，在一個散發著職業道德和成功氣息的環境中，工作效
率會提高。

在房地產行業，成為這樣的人很重要，這些人整天都會

幫助別人。無論是為新公司找一間辦公室，占用和維護房東
的寶貴財產，還是開發一個新的購物中心來促進商業發展，
這些專業人士都希望看到你和他們一起成功，這被視為企
業的福利。

2. 買賣東西很有趣
每個人都喜歡買東西，每個人都喜歡賣東西，這樣他們

就可以買更多的東西。如果你是一個房產經紀人，你所做的
就是用別人的錢買賣房產。房地產經理花錢賺錢，就是這麼
簡單。開發人員自己花錢，但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體驗建立帝
國的興奮。很有可能，你小時候玩過的游戲需要你自己去製
作，去買，去賣。對我來說，這就是過山車大亨，你可能是一
個忠誠的壟斷鑒賞家，但你必須承認這很有趣。為什麼不以

更大的規模進行游戲呢，當然是用真金白銀。

3. 資產是有形的
CRE的貨幣是一個物理對象，與股票和債券交易不同，

房地產交易是在一個電子化的市場中進行的，它可以讓你輕
鬆地做好所有的事情，並保持穩定的價值感、風險感和回報
感。你擁有人們想要的東西，而且總是會擁有，無論是辦公室
、零售空間、醫療設施、住宅物業、工業園區還是小塊土地，不
斷增長的人口對有限空間的需求越來越大。因此，人們會出
于需要而來找你，而不是憑直覺認為是時候投資了。有相當
比例的投資者在房地產行業，他們都有很好的理由，相比一
個股票經紀人，房地產行業的視野是相當廣闊的。這是處理
有形資產時的結果，並使公司在為有形資產提供廣泛服務時
獲得豐厚利潤。

4. 沒有辦公桌的辦公室工作
大多數房地產行業的工作並不要求你從早9點到晚5點

一直坐在辦公桌前，但仍然允許你達到與從事這類工作的人

相同或更高的收入水平。事實上，大多數房地產專家的大部
分時間都在辦公室之外。當然，辦公室在房地產世界中占有
一席之地，因為市場調研、上市審核、營銷包裝、會計流程和
管理任務都是重要的商業實踐。然而，由于交易是有形資產，
人們在決定他們想要什麼之前，會想要看到產品並對他們想
要的東西有個感覺。這意味著大部分的收入都是來自辦公室
以外的地方，在我看來，這是一項巨大的福利。

不要成為那種每天9點上班，5點下班的人，同時還要努
力找出何時利用每年的2周假期。生活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場
鬥爭，所以不要陷入乏味的日常工作中，因為一些奇怪的原
因，這在今天的工作場所已經成為了一種常態。房地產每天
都提供新的東西，補償生產力，獎勵那些願意做出改變的人。

5. 對自己負責
加入房地產行業在頭幾年需要一個寶貴的學習經驗，我

保證你的上級會幫助你，讓你到你需要的地方。也就是說，只
要你在一家值得尊敬的公司工作，這家公司相信你，並知道
你能成功。話雖如此，一旦到了該為自己做點什麼的時候，你
就得負責運營自己的工作。在公司裏成為自己的老闆是個不
錯的選擇。雖然這主要與經紀業務有關，但它仍然適用于房
地產經理、項目經理，甚至管理員。

在這個行業，努力工作是有回報的。不管你在做什麼，只
要你做得好，人們就會注意到。當你建立了自己的品牌和聲
譽，你就可以慢慢地開始自己創業了。你有安排會議的權利，
有時間處理具體問題的權利，也有掙工資的權利。在房地產
行業中，通過瞭解自己的偏好，可以自由地設置自己的時間
表並最大化生產力，這是一個巨大的優勢。我知道有些人從
早上4點工作到下午2點，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他們完成最多
工作的時間，或者他們想在下午回家陪孩子。如今，彈性工作
時間在工作場所是一種奢侈，這只是進入商業領域的另一個
理由。（（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房產價值不增反降的裝修房產價值不增反降的裝修
千萬不要做千萬不要做

提起北京市华远集团原董事长任志

强，最为人所知的一面是房地产领域的

知名企业家。然而公众却不知道他的真

实面目：凭借在华远集团的一人独大，

任志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利用职

务便利，贪污公款、收受贿赂、挪用公

款、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

别重大损失，涉案总金额超过2.2亿元。

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公开宣判任志强涉嫌贪污、受贿

、挪用公款、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

案，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四百二十万元，任志强当庭表示

认罪服判，不上诉。

伙同儿子大肆敛财
超额薪酬挂账退休后领取

任志强生于1951年，1993年即被任

命为国有公司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

的总经理，后为该公司董事长。此外，

他还是华远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华远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华远地产全资成立的

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

华远集团“一把手”的位子上坐了近20

年，任志强在公司拥有说一不二的话语

权，这也为他肆意贪腐奠定了基础。

法院认定任志强贪污公款4974万余

元，其中3640万元是支付给其儿子的

“财务顾问费”。

法院查明，2012年 8月至 2013年 1

月间，任志强利用担任华远地产董事长

、华远置业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办理

某信托公司向华远置业提供贷款的过程

中，伙同其子余某、时任华远置业财务

总监焦某某（均另案处理）等人，在明

知余某未实际提供中介服务的情况下，

仍决定向余某支付服务费人民币2340万

元。后余某、焦某某等人，采取由华远

集团与北京一家咨询服务公司签订虚假

“财务顾问服务协议”的手段，以支付

“财务顾问费”的名义，将华远置业资

金2340万元非法占有。

2014年因贷款利率下调，华远置业

再次从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续贷13亿

元。余某得知后，利用其父任志强的职

务便利，再次索要“中介费”。任志强

为了帮儿子挣钱，通过下属焦某某采取

签订虚假钢筋供货合同的手段，以“钢

筋款”的名义非法占有华远置业1300万

元，并支付给余某。

对此，时任华远置业财务总监的焦

某某说，她向任志强汇报时，明确告知

华远从没有给服务费的先例，这钱不该

给余某，余某也仅仅是介绍了双方认识

，并未参与洽谈及融资过程，第二次贷

款过程更未参与，余某这钱挣得太容易

了，但任志强仍同意支付。

法院认为，任志强对于余某在华远

置业两次贷款过程中未实际提供中介服

务的情况明知。作为华远置业董事长，

任志强同意向余某支付不应当支付的财

务顾问费，非法占有目的明显，该行为

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

除了伙同儿子等人非法占有巨额公

款之外，任志强将任职期间的1334万元

超限薪酬在公司挂账，于退休后领取的

行为也被法院认定为贪污罪。

2008年5月，西城区国资委制定了

《北京市西城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营

者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对区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经营者实行限薪。任志强作为华

远集团董事长，明知自己应按照《办法》

规定的限额领取薪酬，在下属企业领取薪

酬的超限部分应交回所在企业华远集团，

由华远集团作为营业外收入。但华远地产

总经理、财务总监等人证实，任志强告诉

他们，将自己的薪酬按照国资委限额上报

，超出部分先挂公司账上。

于是，2009年至2010年间，任志强

利用担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华远地产董

事长、华远置业董事长等职务便利，采

取暂不领取薪酬超限部分，让公司财务

人员将其超限部分薪酬以“应付任志强

工资”科目在华远置业做挂账处理的方

式，逃避上交义务。2015年退休后，任

志强将做挂账处理的超限薪酬1334万余

元非法占有，税后实得734万余元。

挪用公款、滥用职权
为己谋利致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
别重大损失

在法院认定任志强所犯四项罪名中

，挪用公款犯罪开始时间最早。

2002年9月，在华远地产股份制改革

中，华远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员工共同投资

成立了北京华远浩利投资管理中心（以下

简称浩利中心），由浩利中心代员工入股

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员工

的持股平台，西城区国资委明确要求，浩

利中心不能有其他经营行为和投资活动，

也不能与华远集团、华远地产等公司发生

资金借出或借入行为。

任志强明知上述规定，却多次利用职

务便利无视法律法规。2003年8月，任志

强伙同他人将北京华远盈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1120万元出借给浩利中心，用于投

资华远旗下的公寓项目。浩利中心获利

9200余万元，其中任志强个人获利1924

万余元，税后实得1539万余元。

2003年9月，任志强个人决定挪用

浩利中心资金3000万元用于其本人在内

的公司员工购买华远集团持有的浩利中

心股权，使浩利中心变为任志强等人的

自然人公司再用华远地产给浩利中心的

分红款陆续偿还了这3000万元。

2013年9月，任志强又决定将华远

置业公司资金2000万元出借给北京华远

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浩利中

心），用于投资经营房地产项目，获利

50万元，其中任志强个人获利10万余元

，税后实得8万余元。

任志强三次挪用公款数额共计6120

万元。法院认为，任志强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个人决定挪用华远盈都、华远置

业以及含有国有股份的浩利中心款项，

用于浩利中心个人股东使用，为其本人

及员工股东谋取利益，其行为符合挪用

公款罪的构成要件。

此外，法院还查明，任志强在担任

华远集团董事长、华远地产董事长及华

远置业董事长等职务期间，违反规定，

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

大损失1.167亿余元，其中，国有股东华

远集团财产损失5378万余元，任志强个

人获利1941万余元。

一套房装修数年
向供应商索要装修款

华远作为一家主营房地产开发的企

业，与很多设备供应商有合作关系。赵

某某便是其中一家设备供应商的实际控

制人。

法院查明，2004年至2014年间，任

志强利用担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华远地

产董事长、华远置业董事长的职务便利

，为赵某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在向华远地

产及下属公司项目提供设备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为此，2012年至2017年间，任

志强先后收受赵某某代为支付的房屋装

修款共计125万余元。

涉案的这套房产位于北京太阳宫，装

修持续了数年。任志强的妻子说，装修公

司每采购一批材料就会通知她，她再联系

任志强，任志强再向赵某某催要。

赵某某公司的账上有5次为任志强支

付装修款的记录。赵某某的秘书表示，该

公司从2000年开始为华远公司的项目供应

设备。赵某某为了维护好关系，长期合作

，负担了任志强家的装修费用。

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8年
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院认为，被告人任志强的行为分

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依法应予惩

处。鉴于被告人任志强自愿如实供述自

己的全部罪行，承认所指控的全部犯罪

事实，并自愿接受法院判决，且违法所

得已全部追缴，法院对公诉机关的量刑

建议予以采纳，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二

十万元。

宣判后，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

判决，不上诉。

任志强，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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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201021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從第一次房產修復中吸取的從第一次房產修復中吸取的44個教訓個教訓

我們最近完成了第一次房屋翻新，這是一次令人難以置
信的經歷，我們迫不及待地想再來一次。在此之前，我們想分
享一下我們從中得到的五大教訓。

1. 適當的計劃可以防止糟糕的
問題出現

錯誤：我們的第一個錯誤是，以為只有當我們真的買下
了房產，手裏拿著鑰匙的時候，工作才會開始。雖然我們在報
價的時候已經很清楚需要做哪些工作，但是當時我們只有一
個粗略的成本和時間軸估算。當然，這導致項目超出預算，需
要兩倍的時間來完成。由于這是我們的第一次翻新房屋，我
們為每項工作尋找了三個估計值，在獲得每項工作的三次評
估、與房主會面進行實際評估，以及等待他們的書面評估之
間，這將整體翻修項目推遲了三周。我們也會根據需要進行
評估，而不是一開始就進行評估。如果我們事先知道所有的
定價，我們就會改變一些決策以節約成本，並把這些資金用
在最需要的地方。最後，像大多數的修復中心一樣，我們需要
許可證才能進行修復。一個許可證是附加的，直到我們擁有
了這座房子，我們才把建築師請了出來，根據他的日程安排
和假期，這個項目被推遲了兩個多月。

教訓：在交易一個房產之前，您應該有一個接近最終版
本的工作範圍(SoW)。瞭解您的SoW不僅可以幫助您評估您
的最高購買價格，還可以作為您的改造路線圖。

糾正措施：對于我們的下一個項目，我們將利用我們的

第一個項目的成本數據作為基準，在對某一物業進
行報價之前，創建一個最終草案SoW。注：我知道有
時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出售的時機問題，以及其他
外部因素。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會做最好的估計，並
允許30%的未知因素恢復緩衝。當我們的報價被接
受時，我們將在成交之前把所有的工作都布置好。
我們仍然會根據工作的範圍，為任何不可預見的情
況預留15-20%的緩衝，然後我們會排列所有的工作
，因此，我們的工作中將大大減少出現不良表現的
可能性！

2. 有一個優秀的現場經理和
分包商

錯誤：你的第一個問題可能是我們為什麼把這
兩個方面放在一起，說實話，如果我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我
們會把這些話題分開，但現在我們意識到它們是交織在一起
的。我們犯的第一個錯誤是認為有一個優
秀的現場經理將否定完美的翻新需要。通
常情況下，我們會滿足于我們認為的“剛
剛好”，不幸的是，在一種情況下，由于時
間限制，我們解決了一個“壞”的問題。這
種情況不僅給現場經理造成了更大的壓
力，還影響了其他修復工作，因為延誤和
工作現場的整體士氣問題。它還要求經理
對這個子系統進行微觀管理，將經理從他
所有的其他優先事項中暫時分離。

教訓：重要的是雇傭優秀的助理，而
不是僅僅依靠項目經理的素質。雖然項目
經理仍然負責監督子項目，但是擁有優秀
的子項目可以讓項目經理仍然專注于整
個項目。

糾正措施：雖然我們很幸運有一個優
秀的現場經理，我們不會滿足于“只是好”
，或“壞”的評價(即使在非常需要的時候)。在我們的下一個項
目中，我們將更加努力地雇用替補，準時或提前到達，提供評
估，在要求的時間內提供書面評估，確認參考文獻，以確保質
量和及時性。通過只雇傭“優秀的”助理，經理將能夠專注于
整個項目。海倫•凱勒說得好:“這個世界不僅被英雄們的推

動所推動著，也被每個誠實工人的推動所推動著。
”

3.“期待最好的，做最壞的打算，
利用好即將到來的一切”——金

克拉
錯誤：一旦我們識別了SoW，我們在時間線和

特定任務的預算上都有一些知識上的空白。例如，
我們對金屬屋頂的維修費用會有一個大致的概念
，這是基于材料和一般的屋頂人工費，然而，我們
沒有意識到在我們的地區找到一個在金屬屋頂上
工作的屋頂工人有多麼困難。我們也沒有考慮到
一些全面的行政/業務任務，例如，當我們雇傭工
人時，我們沒有獲得他們的稅務ID號，我們現在已
經浪費了幾個小時來獲取這些信息，我們也沒有
考慮房子在市場上出售時的維護(特別是草坪維
護)問題。

教訓：在考慮一個潛在的翻修工作時，要花時間有條不
紊地完成過程中的每一步。雖然獲取預算和時間線信息很重
要，但是認識到每個步驟中的管理方面也同樣重要。

糾正措施：對于每一個我們不能100%確定的項目，我們
將進行自我學習，直到我們成為該領域的專家。為了確保我
們捕獲所有的管理任務，我們的SoW現在將包括一個管理
部分，我們還將簡化盡可能多的任務，其中一些任務包括在
subs上簽署的標準合同，包括稅收ID表單、付款計劃、SoW
和合同要求和期望。

4. 嚴格遵守時間表和預算
錯誤：即使我們的SoW完成了，我們也沒有在日曆上畫

出工作時間。我們可能擁有一個優秀的管理者，解決了任務
順序的問題，然而，我們不知道實際的時間，並將調用前兩周
開始的時間。關于預算，我們認為自己購買材料可以節省我
們的錢，雖然這可能節省了一些錢，但我們經常需要去購買

更多的材料，這影響了預算，這也使得追蹤支出變得更加困
難。

經驗教訓：這裏有兩個經驗教訓，需要在日曆上翻譯
SoW，以定義每個作業的開始和結束日期。如果你沒有具體
的時間表，你的下屬不會認真對待你的工作，他們會假設一
個大致的開始日期，這也給了他們靈活性。從預算中得到的
教訓是，我們應該分析自己購買材料所節省的成本，以確定
它是否值得。

糾正措施：在預算方面，我們會選擇在采購材料時節省
更多的方法。關于時間表，在完成工作現狀之後，我們將把任
務轉換為日曆，以提供每個任務的開始和結束日期。我們將
與所有的工作共享這個日曆，並盡可能地保持這個時間表，
如果有任何調整，我們將做出調整，並分發更新的日曆給各
個工作組。這不僅是我們的一個路線圖，也將向工人們說明
我們對準時的承諾。用約吉•貝拉(Yogi Berra)的話來說：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裏，你可能會去到別的地方”。
說我們在第一次修復房產工作中只學到了4個教訓是

不現準確的，我們可能學了100多個。不管我們拋多少次硬
幣，我們知道我們總會學到一些東西。花點時間做個彙報是
很重要的，你可以反思你的經驗，讓你有時間重新規劃，你不
僅要考慮替代的解決方案，而且也要防止你再次陷入相同的
情況中。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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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不想讓你知道的經紀人不想讓你知道的55件事件事

夥伴們，我注意到有些人也有
同樣的行為，他們的進展很快所以
我想我和你們分享四個原因，為什
麼你們的房地產投資生涯糟糕：

1. 互聯網：你整天坐在網上，希
望一個有激勵作用的賣家會落到
你的腿上，或者達成交易。我在社
交媒體、房地產投資博客和不同的
房地產投資論壇上都能看到。請不
要相信大家都能做得很好，過著無
憂無慮的生活。讓我們直面現實吧
，人們說謊，愛告訴虛假的現實，他
們做得很好。為了得到一些交易，

你需要振作起來，走上人行道。為
了錢開車就是這麼開始的我經常
在8個月的每個星期六起床，尋找
破舊的房子、用木板圍起來的房子
、高高的草地、舊屋頂和空置的房
子，然後對照我的城市評估網站上
的地址我花了8個月才完成第一筆
交易，但我積累了經驗，投入了大
量資金，學會了耐心，學會了如何
與賣家交談，最重要的是熟悉了我
的本地市場，我問你一個問題，你
已經坐在互聯網上多久了？告訴我
那是什麼原因？

2. 你也可以豐富網絡研討會：
太多的人愛上了發光物體綜合症，
這意味著他們試圖同時解決太多
的商機，而他們幾乎沒有學會他們
試圖掌握的第一個商機。看，學習
不同的商機在房地產將隨時間而
來，但現在如果你想集中在大規模
的商機，然後只購買教授該戰略的
產品，一個星期內不要試圖當一個
銷售員，然後下個月你試圖賣空，

因為你看到了在一個網絡研討會
上你如何能賺這麼多錢，集中在一
個商機。與商機保持一致，然後繼
續前進。我在2010年學會了批發，
2011年得到了導師，2011年做了第
一筆批發生意，2012年9月全日制
上班，2013年第一次恢復，2014年
開始買房租房。你可以看到1個商
機如何通向另一個商機，我們只要
堅持下去，事情終究會發生的。

3. 專注：你缺乏專注我看到很
多人想開始兼職做房地產。這沒什
麼錯，事實上我就是這樣開始的。
然而，當你在一家最新的網絡營銷
公司做全職工作，做房地產兼職，
同時也是一名紋身藝術家的時候，
你就有問題了，你必須專注于一件
事。所以我所做的是，我做的是一
份全職工作。所以在工作中我不會
聽音樂，我會聽播客和有聲讀物，
主要是關于房地產方面的。我會下
班然後回市場部的電話，我一周兩
次下班後鍛煉身體。周末我 100%

的時間都在做房地產生意。我看到
那些分散自己的人太瘦弱，一事無
成。

4. 你放棄得太快了:成功對你
來說發生得不夠快，我花了8個月
才拿到第一筆交易，我掙了2千塊
錢，還得付給我的導師。我帶回家
1300美元。1300美元的生活沒有改
變。老實說，我把所有的錢都投入
到我的生意中，但在一些糟糕的營
銷活動中失敗了。我剛上了視頻網
站，有人說他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
裏賺了幾百萬的房地產，我的胃口
真的變了，我再也看不到錄像了。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否賺了幾百萬。
然而，當你試圖向我出售你的信息
產品，它開始與我在房地產賺了幾
百萬。一個紅旗出現在我的腦海中
，我需要立即看到平視顯示器的聲
明。人們相信我的話，這些人比一
張3美元的鈔票還假，成功不會像
那些沒有賺幾百萬的證據的小傢
伙說的那樣容易發生。獲得成功需

要時間和工作。我認識一個人，他
花了18個月才完成他的第一筆交
易，現在很快，他有時在房子上賺
10萬。但大多數人都會放棄他繼續
走下去，看吧，事情需要時間，你可
能不會在第一年發財。記得可口可
樂第一年是負40美元。讓我感到困
惑的是，人們期望通過創業2到3
年就能獲得財富，但卻能為一個人
工作40年而不破產。

總之，如果你能避免這些影響
成功的主要因素，你將有一個更好
和更有利可圖的房地產職業。與某
些人可能讓你相信的相反，我們在
某個時候都是新來的。我們都面臨
著這樣的誘惑：在不知道1的情況
下同時追求5個細分市場，被邀請
加入每一家最新的網絡營銷公司，
考慮創辦其他業務，並考慮放棄。
我們是人類，這些事情發生了，但
不要放棄。雖然堅持到底很難，但
很值得。（（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mei--
fangfang88kefukefu））

對于很多普通的投資者來說，投資行業可能是一個讓人
摸不著頭腦的行業。因此，許多人求助于有執照的經紀人或
財務顧問，以幫助他們決定如何積累財富和為退休做準備。
雖然大多數人都是善意的專業人士，但他們並不總是為你提
供投資建議的唯一甚至最佳方案。你不會從他們那裏聽到這
些事實，以下是你永遠不會聽到你的經紀人說的另外五個事
實。

1. 他是推銷員，不是股票分析師。
你的經紀人聽起來好像很瞭解金融市場和投資，他可能

會向你展示彩色的圖表和圖表，並使用一些金融術語。但事
實是，除了必須通過幾門考試之外，要想賣出有價證券並不
需要接受專門的教育或培訓。這是因為，歸根結底，經紀人的
工作基本上就是銷售，他的公司有研究個股、共同基金和其
他金融工具的人員。他與你分享的任何見解都可能是他從閱
讀他的公司文獻中學到的。

2. 他可能別有用心。
經紀人經常被鼓勵或獎勵出售某些共同基金或其他產

品。他永遠不會向你建議什麼是糟糕的投資。但他提出的建
議可能不是你的最佳選擇，可能有他自己的自私原因。除此
之外，他可能還有一個配額要完成，即使你的投資表現良好，
他也可能試圖向你推銷另一種基金或其他產品，那是因為他
只有在你交易的時候才能得到報酬。雖然像這樣的激勵措施
和薪酬安排是常態，但它們不是規則，因此，有必要調查一下
，你的經紀公司是否會因為你的投資建議或目標實現而提供
此類獎勵。

3. 他低估了你應該分配多少國際投資
。

大多數經紀人會推薦一種多樣化的投資模式，包括將
10%到25%的投資組合投入國際投資。這反映了一種被稱
為“母國偏見”的現象，即個人傾向于認為本國市場更安全，
將獲得更高的回報，這是不正確的。國際市場肯定會波動，
就像美國市場一樣，但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隨著時間的
推移，結果是非常相似的，更重要的是，美國曾經占據了全
球市場的半壁江山，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一個外國投資
占比接近50%的投資組合更能代表全球比例，讓你更好地
承擔經濟和政治風險。

4. 多樣化投資涉及的範圍遠不止國外
、國內、大盤股和小盤股基金。

你的經紀人肯定會和你討論如何多樣化你的投資組合。
他可能還會問你構成你淨資產的其他方面，比如你的家庭和
商業利益，但他可能只會關注他能提供給你什麼。事實上，股
票、債券和共同基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要忽視其他許多
投資選擇，比如房地產。雖然其他投資和風險投資可能是完
全有效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有利可圖的選擇，但就你的經紀
人而言，它們是完全不相干的。

5. 最好的投資可能是那些他永遠不會
賣給你的投資。

你的經紀人不僅不會發起任何與非傳統投資有關的交
易，他甚至可能無法幫你提出任何建議。以國際房地產為例，

這是一個很好的投資選擇，尤其是如果你有能力持有房產一
段時間。購買外國房產也有許多稅收優惠，然而，你的經紀人
和他的公司沒有能力為每個客戶研究這類投資，這並不意味
著這是一項糟糕或有風險的投資，主要是這超出了他們的能
力範圍。

所以他們只好把你送到別的地方去了。好消息是，對于
那些想把國際房地產作為投資組合一部分的人來說，有很多
選擇。你可能只需要找到一個不同的管理者，他能更好地與
更有見識、更有創業精神的客戶合作。我不是說你現在就應
該解雇你的經紀人，但你絕對應該帶著開放和求知欲的心態
進行下一個季度的投資。沒有人比你更清楚什麼方式對你的
未來是最好的。（（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你的房地產投資生涯糟糕的你的房地產投資生涯糟糕的44個原因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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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数量减少，成本做减法

“国庆假期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打算去银行取些现金封个
红包，没想到以前常去的一处 ATM 机已经关闭了。”北京白领
彭宁说，自己的工资卡绑定了移动支付软件，每月支出几乎用
不到现金，已经很久没和银行柜员和自动柜员机打交道了。

彭宁遇到的情况并不少见。许多居民不经意间发现，自己
家门口的银行网点、ATM 机不见了。

银行物理网点数量正在做减法。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 1318 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关停，剔
除 276 家属于被依法接管的原包商银行网点，还剩余 1042 家，
仅在北京一地就有 27 家。在关闭的物理网点中，318 家为社区
支行，也有不少属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运营的网点：中国农业
银行 125 家、中国银行 88 家、中国建设银行 76 家、工商银行 48
家。

记者在梳理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年报后发现，各大行近年来
普遍减少了物理网点的运营数量。以工商银行为例，从 2018 年
末到 2019 年末，其营业网点由 16004 个减少到 15784 个，自助银
行数量由 26786 个减少到 25895 个，ATM 机由 89646 台减少到
82191 台，ATM 交易额更是从 10.5 万亿元减少至 8.3 万亿元。

在现有网点运营中做减法，正越来越普遍。中国农业银行
年报显示，农行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网点转型，降低物理网点运
营成本，为此实施了“三减两增一改”，即减网点面积、减柜
员、减成本、增营销能力、增风控能力、改运营制度流程。

客户对柜台业务办理需求的下降，是网点裁撤的直接原
因，也是商业银行控制成本的需要。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离
柜率 （即客户离开柜台办理的业务量与银行总业务量之比） 不
断提升，2019 年已提高至 89.77％，多家大型商业银行离柜率超
九成。

“物理网点大规模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结束。”交通银行北
京分行相关业务人员金晶认为，线下物理网点仍然是商业银行
服务客户、打造品牌营销力等最重要的渠道，但物理网点成本
投入较大，其扩张一方面受到监管机构的严格控制，另一方面
受到银行利润率下降、严控投资成本的影响。

功能优化，服务做加法

数量上的减少是否意味着线下物理网点可以淘汰了呢？实
际上，线上业务的发展和线下网点的智能化也在同步进行。

“还记得小时候，父母缴纳水电费都要去银行网点办理。如
今相关生活缴费，使用电子银行，足不出户就能一键搞定。”北
京市海淀区居民朱辰说，物理网点减少了，和银行打交道的相
关业务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电子银行办理，比以前还要
方便。

中国银行将各类生活缴费功能搬到了线上，打造智能社区
服务体系“中银 e 社区”，客户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缴纳水电燃
气费、物业费等。交通银行则将超过 1500 项包括水、电、燃气
等公共事业缴费服务项目在线接入手机银行，构建起“永不掉
线”的服务网络。

“即使是三更半夜也可以买电。夏天睡觉可以整夜开空调，再
也不用担心半夜停电、冰箱里的食物变质了！”朱辰说。

工商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在 ATM 交易额减少的同时，工

商银行网络金融交易额已经达到 633.05 万亿元，网络金融业务
占比提高至 98.1%。与此同时，现有的银行网点也在升级成“多
面手”。截至 2019 年末，在工商银行现有的 15784 个网点中，已
经有 15684 个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将智能服务覆盖个人、对公
等领域的 287 项业务。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建设的线上智慧网点，融合了最前沿的
VR 技术与金融科技，能够为客户提供 VR 全景导览、一周七天
24 小时全天候在线的‘工小智’智能语音助手在线解答服务和
各类金融业务在线办理服务。”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一位工作人
员介绍。

“线下网点裁撤了，手机又用不习惯，今后银行业务怎么
办？这是很多老年人都担心的问题。”北京市西城区居民姚大妈
体验了线上智慧网点后，心中的疑虑消除了。“不用下载专门的
APP，从‘工行服务’微信小程序就能用，通过智能语音助手
预约排号，进行生活缴费、购买理财等业务，或者直接与客户
经理交谈，如果要取现金，可以查询最近的取款机或者支行，
对老年人非常友好！”姚大妈说。

在海南，建设银行多家网点开设了“政务便民服务站”，可
办理 153 项业务事项，如打印临时身份证、交通违法处理、社
保信息查询、住房公积金还款等，涵盖公安、社保、公积金等
多个类别，用户只需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在银行网点“刷脸”
办理。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武雯指出，随着金融科
技深入应用，网点综合化转型的步伐会加快，除了网点数量的
减少，网点进一步将银行的传统服务与金融科技有机结合也将
成为趋势。

线上线下，“融”起来发展

网点少了，银行用工也跟着减少了吗？
相关银行年报显示，2019 年，工、农、交、中 4 家银行员

工数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共减少员工 16319 人。“过去，在许多
人眼里，银行员工是非常吃香的工作，但近几年也面临压力。”
北京市一家商业银行某支行柜员倪薇坦言，“在人员减少、网点

裁撤、业务升级背景下，银行业面临许多新变化。作为一线员
工，确实危机感不小。”

不过，多位专家指出，不能简单地把网点裁撤与人员裁撤
“画等号”，在银行业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渠道建
设是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的重中之重。一线柜员少了，但银行仍
需数量众多的客户经理团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精细化的服
务。特别是线上，需要大量员工持续发挥黏客、活客作用，这
是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工作。

实践中，交通银行手机银行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将基层网
点规模巨大的员工队伍转化为强劲的线上服务力量，创立客
户经理个人主页服务模式，截至 2019 年底，全行已有 8.8 万名
员工生成二维码，为客户打造无卡服务场景，手机银行月活
跃客户 （MAU） 当年增长 36.4%，交易笔数和金额也大幅增
长。建设银行在青岛推出了客户经理“云工作室”服务，打
造 线 上 线 下 一 体 化 的 服 务 模 式 ， 全 天 候 为 客 户 线 上 答 疑 解
惑，还利用平台播报疫情和相关科普知识，做好防疫期间的
客户服务。

未来，商业银行物理网点以及 ATM 机还会继续减少吗？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趋势估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不过，在许多业务领域，线下物理网点仍然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如存取款、结售汇等，不可能完全消失，而是走向线
上线下融合。“存取现金离不开物理网点，出国旅游身上总要备
些外币现金，也要在线下才能办。”彭宁说。

以外汇业务为例，中国银行推出售汇业务 O2O 实物交付模
式，客户线上预约，线下直接领取外币封包。在一些地区和领
域，也有不少新设物理网点。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一年来有
1000 余家新设网点投入运营，服务社区的社区支行和服务小微
企业的小微支行不在少数，这也显示出商业银行新设网点分类
建设的转型思路。

业内人士指出，银行线下经营网点已经从快速扩张阶段进
入布局优化、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未来将在精细化管理、
转型调整和分类建设的思路下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进行渠道
线上线下一体化转型，首先需要进行线下渠道基础建设的转型
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从硬件上进行智能化建设，从软件上进行
新型服务模式转型，两者形成合力，完成线下渠道的整体转型
和升级。”金晶说。

从前随处可见的银行物理网点有不少已裁撤——

家门口的ATM机怎么变少了？
本报记者 汪文正

和现金打交道、到银行现场办理业务
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前随处可见的ATM
机、营业厅等银行物理网点越来越难找
了？这并不是错觉，而是正在发生的现
实。近年来，商业银行网点数量迅速削
减，ATM机同步减少。

物理网点减少是否会造成客户的不
便和银行员工失业？银行业务电子化会
让移动支付手段取代现金吗？商业银行
应如何实现业务转型，使物理网点更好
地发挥作用？听听从业者和客户怎么说。

▲24小时无人自助果蔬店越开越多。在这里，无须现金，顾客扫码便可开门选购，取货后自动称货品重量，支付宝扣款完
成交易很便捷，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购物体验。图为9月23日，江苏省淮安市一位居民正在自助购物。

王 昊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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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势力扩权，在首都遭反弹

简单说，这次选举结果是：亲总统

四党超过得票率7%门槛得以进入议会，

剩下的12个参选政党出局。

这种变化，特别是败选的政党在议

席上颗粒无收，让它们很难接受。

看看5年前的议会选举，第一大党

是社民党，还有另外5个党或政党联盟

进入议会，分别是共和国﹣故乡党、吉

尔吉斯斯坦党、进步党、共同党、祖国

党。

10年前的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是故

乡党，还有另外4个党进入议会，分别

是社民党、尊严党、共和国党和祖国党

。

而现在，只有4个党跨过进入议会

门槛，分别是团结党（得票率24.5%）

、“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23.9%）

、吉尔吉斯斯坦党（8.8%）和统一吉尔

吉斯斯坦党（7.1%）。

看出来没有？

这4个获胜的党中，有3个都是新

面孔，而且都代表南方势力。而唯一的

北方政党——吉尔吉斯斯坦党，得票率

第三，刚刚过了7%门槛。就是这个“吉

尔吉斯斯坦党”，也是相对亲总统的

（上届是与社民党籍总统阿坦巴耶夫结

盟，热恩别科夫当时也属于社民党）。

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是奥什州出

生并担任过州长的南方势力代表（也有

人说他其实来自北方的部落）；加上进

入议会的三大南方政党，吉国政坛几乎

要被南方势力完全控制。

这在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独立以来

，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历史上，吉国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是

北方人（楚河州），其任命的8位总理

中，7位是南方人士。

第二任总统巴基耶夫是南方人（贾

拉拉巴德州），其任命的5位总理，全

部是北方人士。

第三任总统阿坦巴耶夫是北方人

（楚河州），其任命的5位总理中，4位

是南方人士。

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是南方人（奥

什州），到这次议会选举前的3年里，

任命了3位总理（伊萨科夫、阿布尔加

济耶夫、博罗诺夫），其中前两位是北

方人士，今年6月刚任命、现已辞职的

博罗诺夫是南方人（奥什州）。

换句话说，总统与总理“地区分权

”是吉国不成文规则，偶尔有例外，也

不会持久。但热恩别科夫似乎要打破这

个惯例。

在这次议会选举前，作为南方势力

代表的他就任命了南方人总理，如果这

次议会选举结果不被取消，议会再被南

方势力控制，北方那些政坛大佬、那些

老资格政党，除了个别亲附现总统的例

外，都要丧失话语权。

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些落选的北方

势力，自然要闹事。

偏偏首都比什凯克（旧称伏龙芝）

位于吉尔吉斯山北麓的楚河谷地中心，

离北部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很近，不啻

是北方势力的囊中之物。

一旦北方势力在首都群聚闹事，作

为南方人的总统和总理，立即成为困兽

，几天“只闻其声，不见其影”是正常

的；上一个南方人总统巴基耶夫，还在

流亡海外的状态下，被缺席判处了终身

监禁。

在这种“结构性被动”局面下，现

任总统热恩别科夫表面退让，宣示愿意

有条件辞职；中选会宣布，两周内将确

定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的日期；一批与选

举舞弊有关的当朝高官，或辞职或被免

职……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势力毫无还手

之力了，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而趁

着反对派势力最近内讧，当局再次出动

特种部队，把几天前被“劫狱”放出来

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抓回来，就是一个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

好戏连台，新人将登场。

前后任总统斗法，新人或得利

最新消息是，随着总统宣布首都戒

严、军队进城，原政府第一副总理巴特

尔别科夫，被议会任命为临时总理。

这与另一个消息矛盾——10月10日

晚，议会特别会议推举了一个刚从牢里

被救出的反对派政客——扎帕罗夫，出

任代总理。

这两个消息，都可以得到解释。

前面说过，北方总统+南方总理，

或者南方总统+北方总理，是吉国政坛

常态。而这次无论是巴特尔别科夫，还

是扎帕罗夫临时代理总理一职，都符合

“南方总统+北方总理”的模式。

脸上有痣的巴特尔别科夫，就是这

次议会选举得票第三的北方政党——

“吉尔吉斯斯坦党”的代表。因为其他

三个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代表南方，他这

个北方人士被南方人总统挑中来“象征

性平衡”，是不奇怪的。

而年轻俊朗的扎帕罗夫，来自北方

的伊塞克湖州，曾两任国会议员，创立

了“爱国党”。7年前，他因为推动该

国最大金矿矿场国营化（至今该矿场仍

属于加拿大人），煽动集会者“绑架”

当时的伊塞克湖州州长，被判监11年半

，也因此在街头反对派中颇有人气。

加上他曾在多个政党之间跳槽，在

政党林立的吉国算是人脉广泛，又临时

保证不参加新的选举，因而被议会特别

会议选中。

在“当选”后扎帕罗夫宣称，自己

已与危机期间一直躲藏的热恩别科夫总

统会面。“我们同意（在我被任命为总

理之后）2到3天内，他将签署辞职信。

”

问题是，有120名议员的议会本身

也是分裂的。这次出席特别会议的议员

仅有51人，低于法定人数60人。据说，

某些未出席议员是以代理方式投票，使

总的投票人数达标，可这需要出示相关

的授权书，而暂无证据表明已经出示了

任何此类文件。

何况，由于扎帕罗夫有犯罪记录，

而法院对其所受刑事指控的复审刚刚开

始，他的当选资格存疑，当选合法性更

加不足。

对于扎帕罗夫被主要反对派的“政

党协调委员会”推选为代总理，另一些

落选的小党成立了“人民协调委员会”

以示反对，认为他与“中亚臭名昭著的

犯罪集团”关系扯不清。

在某种程度上，扎帕罗夫的被推选

，就像广场上的年轻人提名29岁的政治

新星——祖国党的创业家托科加济耶夫

出任总理（几天后，他甘愿让贤给“共

和国党”创始人巴巴诺夫）一样，都是

意愿表达多过实际效力。

或问，原来那些议会里的大党，怎

么就迈不过7%的得票率门槛？怎么就选

不出其他小党也认可的人选？

全是对方选举舞弊的过错吗？

非也。主流政党自身不争气，要负

很大责任。

10 年前议会选举后的第一大党

——来自南方的故乡党，被视为代表

当年早些时候被推翻的总统巴基耶夫

的势力“回潮”，但随着巴基耶夫父

子被审判，其党运也逐渐衰落，在 5

年前与偏向南方的共和国党结盟，才

得以进入议会。

5 年前议会选举后的第一大党

——偏向北方的社民党，诞生了前后

两任总统（阿坦巴耶夫、热恩别科夫

），但两人却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

仇。很多党员脱党，加入了亲热恩别

科夫的团结党，后者也就是这次议会

选举的最大赢家（社民党本次未参选

，阿坦巴耶夫之子另组“社民党人”

党参选）。

说起来，在阿坦巴耶夫担任总统末

期（2016年），热恩别科夫起初只是总

统办公厅的副主任，几周后成为总理，

次年在阿坦巴耶夫支持下参选总统，以

54.8%的得票率（击败阿坦巴耶夫政敌

、代表南方前朝势力的富豪巴巴诺夫）

获胜。

这个模式，与叶利钦当年栽培普京

，如出一辙。

但后面的剧本就截然相反。

热恩别科夫不甘受控制，借着2018

年“首都发电厂事故”，以反腐为名逐

渐拔除前总统的人马（如两位前总理萨

特巴尔季耶夫、伊萨科夫），最终将前

总统本人投进大牢。这种背叛，在南方

人眼里，却可能被视为勇敢。

所以，在这次涉嫌议会选举贿选之

前，南方人总统及南方势力相对得民心

，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便重新举行议会

选举，北方势力也未必能够逆袭大胜。

既然热恩别科夫当局似乎得民心，

为什么还要涉嫌贿赂选民？

这就牵涉到抗疫成效的问题。

抗疫重创经济，干扰选情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不过640万，有

不到 5万人确诊感染新冠，至今死亡

1000多人，这个抗疫成绩不算太差；但

是对比人口更多、经济总量相当、但国

民更穷的塔吉克斯坦，吉国的抗疫成绩

就逊色多了。

塔吉克斯坦，至今仅确诊感染1万

多人，死亡79人。塔国人均GDP在亚洲

几乎垫底（吉国有金矿、银矿，塔国基

本靠水力发电），能达到这么少的死亡

数字，一下子就把吉国比下去了。

更让人无奈的是，吉国原本是抗疫

先进国家。今年3月开始，吉国厉行防

疫，直到5月宣布解除封锁，全国新冠

死亡病例仅有12人。

但代价是税收减少了10倍，赤字迅

速飙升到国家预算的1/5，经济陷入瘫痪

。而当封城不再可能，骤然开放的经济

又导致了病毒的全面暴发。

偏偏今年遇上议会选举，还是2016

年修宪赋予议会实权后第一次议会选举

，异常重要，16个政党摩拳擦掌、跃跃

欲试。由亲总统的奥什州“边境（走私

）大王”马川莫夫在幕后遥控的“我的

祖国吉尔吉斯党”，吸引了同在南方的

故乡党来投靠，更是成为一匹选战大黑

马。

问题是，大疫当前，应有的抗疫补

助政策没有到位，许多亲总统政党却将

与俄罗斯实行一体化的“欧亚共同体”

作为关键提案予以讨论，这引起了很多

批评。眼见选举情势转差，马川莫夫等

人替总统想出各种奇招乃至歪点子，也

就不在话下。

选后，总理博罗诺夫、议长茹马

别科夫分别为选举无效的弊案问题辞

职，国安委主席奥普姆巴耶夫为手上

沾血、平乱不力被解职，就是代价。

但上街抗议的年轻人，也不都是

充当某个政党的棋子，而有很多是对

于抗疫期间的严格居家令不满，趁机

“聚众狂欢”——他们对于政治本身

，未必那么门儿清。

总统热恩别科夫也利用了这一点

，声称“在当前的困境下，我要特别

感谢年轻人。年轻人为忙于分配利益

的老一辈人树立了榜样”。

首都居民鉴于在 2005 年和 2010 年

暴力革命中都曾遭遇抢劫苦难，这次

他们也迅速成立了邻里保护单位，以

支持警察。

随着年轻人的激情退却，首都的

集会人数减少，警方摆脱不作为，当

局所受的压力也就大为减轻。曾经在

“政府总部（白宫）被群众攻占”之

前，临时从办公室撤走的总统热恩别

科夫，也开始腾出手来，逐个收拾政

治对手。

剩下的就是根深蒂固的南北矛盾

问题——一道天山西脉，让重农、宗

教气息浓厚的南方，与重工、世俗化

的北方，难通款曲。这次民变，证明

轻易打破“南北地区势力平衡”是多

么不智。接受教训的当局也会亡羊补

牢，在紧急状态（持续 12 天）下给

吉国这个中亚所谓的“民主样板”打

几个补丁。

至于被“劫狱”获释、几天后又

被抓回去的前总统阿坦巴耶夫，数月

前曾被判重刑的他，影响力已大不如

前，几乎可以说退出政坛了。是抓是

放，在这个贪腐程度排名世界前 20

的国家，很难改变什么。

而阿坦巴耶夫获释期间，在座驾

上遭枪击一事，也被扎帕罗夫嘲讽：

行凶者实际上是前总统自己的保镖。

“这些都是按照剧本完成的。”

他的这位前狱友说。

吉国政坛剧变，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亚山国吉尔吉斯斯

坦近一周的政局变化，简

直令最老练的地区观察家

也感到头昏眼花。

先说成为乱局导火索

的议会选举。

吉尔吉斯斯坦2016年

修宪后，总统其实没以前

重要了，但也不是完全的

议会制。吉国总统任期 6

年，议会任期5年，如果

在议会主导的政党与现总

统立场一致，总统的权力

就变大，否则就变小。

10月 4日的议会选举

结果，现已被中选会宣布

存在舞弊而无效，但即便

剔除掉被抓包的贿选成分

，其传达出的政坛剧变信

号仍然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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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1 & 12月份會員通告

(休士頓, Texas州） Harris縣的選民投票率繼
續創紀錄，11月3日大選之前已經有100萬Harris
縣選民進行了投票。 Harris縣的投票率預計將在提
前投票期結束之前激增，將遠超過2016年大選的
總數。鼓勵選民制定計劃以進行投票，並至www.
HarrisVotes.com/Locations 以找到離您最近的投
票所。 10月30日（星期五）是11月3日（星期二
）選舉日之前，提前投票的最後一天。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說：“我們
在Harris縣所看到的投票率，令人難以置信，然而

這證明了當您使投票方式便利時，就會鼓勵人們出
來投票。” “今年11月，Harris縣提供選民在投
票方式上許多選擇–從更多的投票地點，免下車投
票，延長投票時間以及下週四的某些投票地點將提
供24小時投票的選擇。Harris縣將繼續努力並全
力以赴！

點擊此處以獲取2020年提前投票記錄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信息，並在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上關注@Harris-
Votes。

Harris縣提前投票人數已達一百萬 在11月3日大選之前
提前投票還剩一周的時間，破紀錄的投票人數持繼增加

[[本報訊本報訊】】新冠病毒疫情目前還沒結束新冠病毒疫情目前還沒結束!! 請大家多注意防疫措請大家多注意防疫措
施施;;勤洗手勤洗手、、戴口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保持社交距離((66 英尺英尺))以策安全以策安全。。為保持我為保持我
們的生活有動力提升我們的心情和精神們的生活有動力提升我們的心情和精神、、本會將會在視頻上舉辦本會將會在視頻上舉辦
iPad & iPhone, ESL,iPad & iPhone, ESL,和其它課程的教學以及資訊或健康方面的講和其它課程的教學以及資訊或健康方面的講
座座。。有機會也會舉辦一些準備好安全措施的活動有機會也會舉辦一些準備好安全措施的活動。。

由於疫情期間無法像過去可以到課室上課由於疫情期間無法像過去可以到課室上課。。不過我們在家中不過我們在家中
一樣可以與同學和老師在一樣可以與同學和老師在ZoomZoom視頻見面和學習視頻見面和學習!!別忘了有一句別忘了有一句
話話““活到老學到老活到老學到老””別因為疫情而放棄學習新的資訊別因為疫情而放棄學習新的資訊。。如果您還如果您還
沒安裝沒安裝ZoomZoom在您的手機或在您的手機或iPadiPad 或電腦或電腦。。本會每週一至週五上午本會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場有義工為您服務幫你安裝和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場有義工為您服務幫你安裝和
教您如何使用教您如何使用。。非常簡單一學就會非常簡單一學就會。。

新舊會員換証新舊會員換証:: 本會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本會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
心後門停車場辦理新舊會員換証心後門停車場辦理新舊會員換証。。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盡早辦理
。。以免不能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以免不能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也將停寄活動通告。。

謹此感謝國泰銀行謹此感謝國泰銀行--國泰基金會今年捐贈本會總計國泰基金會今年捐贈本會總計 $$75007500
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以來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支持與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以來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的支持與

贊助贊助。。國泰銀行基金會今年捐贈本會兩次總計國泰銀行基金會今年捐贈本會兩次總計$$75007500。。在此我們在此我們
再次向國泰銀行基金會和休士頓國泰銀行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再次向國泰銀行基金會和休士頓國泰銀行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
致以最誠摯的謝意致以最誠摯的謝意。。特別感謝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對長者的體特別感謝首席副總裁黃祖壽先生對長者的體
卹與關懷卹與關懷!!捐贈儀式將於第四季會員慶生同時進行捐贈儀式將於第四季會員慶生同時進行。。
活活 動動 專專 欄欄

I.I. 第四季會員慶生會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1111月月1414日日、、星期六星期六、、上午上午1010::0000在僑在僑
教中心後門停車場舉行教中心後門停車場舉行。。 1010、、1111、、1212月生日的月生日的““壽星壽星””和和““非非
壽 星壽 星 ”” 會 員 請 在會 員 請 在 1111 月月 1111 日 前 憑 有 效 會 員 証 打 電 話日 前 憑 有 效 會 員 証 打 電 話
713713--480480--48854885、、或用或用LineLine、、WeChatWeChat、、MessageMessage向會長報名登向會長報名登
記記。。我們將會為我們將會為““壽星壽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 ““非壽星非壽星””會會
員可領取禮物一份員可領取禮物一份。。我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我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
。。如果沒有預先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如果沒有預先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當天請依照當天請依照
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不用下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罩請戴上口罩、、並出示會員並出示會員

証証。。我們的義工會為您服務我們的義工會為您服務。。
II. iPadII. iPad、、iPhoneiPhone 班班 ：：本會的本會的

iPadiPad、、iPhoneiPhone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
程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每週三和
週五上午週五上午1010::0000 至至1212::0000在在ZoomZoom視視
頻上課頻上課。。 ((會預先教您在家中如何會預先教您在家中如何
到到ZoomZoom視頻上課視頻上課)) 。。

iPadiPad和和iPhoneiPhone基礎班基礎班:: 將於將於1111//44開班到開班到1212//44。。基礎班是最基礎班是最
重要的課程重要的課程。。從最基本的數位技術逐步引導你認識設置的每一基從最基本的數位技術逐步引導你認識設置的每一基
本功能本功能、、如何操控設置如何操控設置、、包括照相機的使用和編輯包括照相機的使用和編輯、、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等等等等。。本課程會引導並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本課程會引導並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遇到有問題時知道遇到有問題時知道
應該往那裡去解決並更正應該往那裡去解決並更正。。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並純熟地
使用你的使用你的iPadiPad和和iPhoneiPhone。。

iPadiPad和和 iPhoneiPhone第第 IIII 班班 (LINE):(LINE): 將於將於1212//99//20202020開班到開班到11//2020//
20212021((聖誕節和元旦放假聖誕節和元旦放假))。。讓你進一步了解讓你進一步了解iPadiPad和和 iPhoneiPhone設定設定
和不同的應用軟件如和不同的應用軟件如::中英中英((國際語文國際語文))字典字典、、地圖和行事曆地圖和行事曆、、SaSa--
farifari 等的使用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用了解如何使用LINELINE的最新功能的最新功能。。從通話到視頻聊從通話到視頻聊
天天，，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從即時消息到文件共享、、SkypeSkype 使你可以隨時保持與親友聯使你可以隨時保持與親友聯
繫繫。。讓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讓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LINELINE內多元功能做行銷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每班人數有限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請早報名。。每班收費每班收費3535元元。。有興趣的會員有興趣的會員
請於開班前請於開班前、、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
繳費報名並即時教您如何使用繳費報名並即時教您如何使用ZoomZoom上線上線。。也可以電話報名也可以電話報名
713713--480480--48854885。。

III. ESLIII. ESL英文班英文班:: 1111月月22日開始日開始、、每週一和周四上午每週一和周四上午99::3030至至
1111::3030 在在ZoomZoom視頻上課視頻上課。。有興趣參加的會員有興趣參加的會員,, 報名請電吳傳芬報名請電吳傳芬
832832--244244--28512851或或BenBen 281281--933933--45184518

IV.IV. 醫學講座醫學講座::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 1212月月66日日、、星期星期
日日、、下午下午22::0000至至44::0000在在ZoomZoom 會議室會議室。。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隨著年齡隨著年齡，，關節關節、、肌肉及骨骼多年的使用損耗肌肉及骨骼多年的使用損耗，，關節筋肉的關節筋肉的

疾病成為許多人面臨的困擾疾病成為許多人面臨的困擾。。關節僵硬很常見關節僵硬很常見，，雖然大多是發生雖然大多是發生
在年長者身上在年長者身上，，不過任何年齡層的人都可能發作不過任何年齡層的人都可能發作。。您想要知道關您想要知道關
節筋肉疾病有那些嗎節筋肉疾病有那些嗎?? 如何診斷如何診斷，，有那些治療方式及減緩疼痛跟有那些治療方式及減緩疼痛跟
預防的伸展運動預防的伸展運動??

主講人主講人:: 呂汶錫醫師是一名美國認證的運動醫學及家庭醫學呂汶錫醫師是一名美國認證的運動醫學及家庭醫學
科醫生科醫生.. 他專精於頸椎他專精於頸椎,, 肩膀肩膀,, 手肘手肘,, 手腕手腕,, 臀臀,, 膝膝,, 腳踝等各部肌肉腳踝等各部肌肉
骨骼類疾病骨骼類疾病.. 呂醫師將為您講解如何免除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呂醫師將為您講解如何免除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V.V. 營養午餐營養午餐::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
門停車場分發門停車場分發。。如果您想加入營養午餐請到現場填表登記如果您想加入營養午餐請到現場填表登記。。年齡年齡
限六十歲以上的會員限六十歲以上的會員。。

VI.VI. 如果您沒有參加十月的健康食療講座或想要再看如果您沒有參加十月的健康食療講座或想要再看。。請到請到
以下網路的連線參閱健康食療講座的錄影以下網路的連線參閱健康食療講座的錄影: https://youtu.be/: https://youtu.be/
EE22gxkRDk-DogxkRDk-Do

VII.VII. 如果您想了解年長者紅藍卡如果您想了解年長者紅藍卡(Medicare)(Medicare)和白卡和白卡(Medicaid)(Medicaid)
輔助計劃的申請和使用輔助計劃的申請和使用。。請參閱光鹽社健保福利講座的錄影請參閱光鹽社健保福利講座的錄影::
https://youtu.be/https://youtu.be/55cGuDxAcGuDxA88DKoDKo

時間時間::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66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下午下午22--44點點ZOOMZOOM 網上會網上會
議室鏈接議室鏈接: https://us: https://us0202web.zoom.us/j/web.zoom.us/j/8115655529981156555299

會議號碼會議號碼Meeting ID:Meeting ID: 811811 56555655 52995299或撥打或撥打: +: +11 346346 248248
77997799 US (Houston)US (Houston)

編輯編輯:: 趙婉兒趙婉兒

HarrisHarris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宣佈宣佈HarrisHarris縣提前投票人數已達一百萬縣提前投票人數已達一百萬((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
個人都要開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
？一般來講，傷員要被送到急疹室進
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CT、胸腔CT
、腹腔CT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
要猶豫了，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
完好，也沒有傷筋動骨，只是肌肉或
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醫復
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
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

，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的
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只
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
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包您一
次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
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
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
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MLS
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有效！MLS
鐳射治療儀是四級雷射，非一般巿面
上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是雷射
，但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雷
射專利技術領先業界20年，是唯一不
會燙的四級雷射，快速安全有效！經
過FDA認可，對於治療急性及慢性肌
腱損傷、挫傷、血腫(瘀青)、退行性關
節病變以及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
效。

病人A先生，45歲，由於是一直
從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
，起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
沒有引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
，腰椎間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
且左側大腿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
至站立都難以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
無好轉，也試過中醫針灸推拿，化費

了上萬治療費，病情不見好轉，走路
需要人扶，並且一側臀部肌肉開始萎
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做牽引治療和
MLS鐳射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
很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
，自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
治療只需一個人。再治療一個療程，
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現能夠正
常上班。

病人B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
感覺，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
背痛，才想起來去求醫，幸虧找到李
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不光治
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
有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
，省心！

病人C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
李醫生，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
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等到身體出
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幸
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
保險公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
己要出冤枉錢，對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
，不去看醫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
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責，白白錯過
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5年

、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
（尤其是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
癥。一般是頭部、視力、手腕、肩部
、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是感
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
，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
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長期腰痛背痛頸
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和萎縮
。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
勞累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
後疼痛，彎腰過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
。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等癥狀，
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
手酸。

Texas Spinal Care的李醫生治車禍
後遺癥和療椎間盤突出有20多年的經
驗，李醫生畢業於加州大學聖荷西分
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用非
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
合推拿、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
方法，治療車禍後遺癥和腰椎、頸椎
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苦、不
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
且整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co-
pay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
後PI與PIP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
費諮詢。中文請與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
、四、六上午。

出了車禍不要緊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李醫生免費幫你治，，最新技最新技
術術MLSMLS鐳射治療儀無痛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快速、、有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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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學天下中文學校開設各種網課龍學天下中文學校開設各種網課

（本報記者黃梅子）自從三月
開始，全美實行居家令，尤其是學
校，孩子們從春假開始就再也沒有
回到過學校，根據目前新冠肺炎流
行的趨勢來看，也許今年秋季還不
壹定能重新開學。現在所有的學校
都是開設網課，實行遠程教育。這
對於中文學校來說，是壹個不小的
挑戰，因為母語為英語的孩子覺得
中文是壹門很難的語言，以往在課
堂上課時都不容易集中註意力，現
在上網課就更難理解了。龍學天下
中文學校的王榕校長根據孩子們好
動好奇的天性，結合龍學以往的課
程特點，設計出了全套的網課教程
，並且在壹個月之內培訓好了教師

們。她設計的課程不光只教孩子們
中文，還註重讓孩子們保持社交技
巧以及鍛煉口才，得到了家長和孩
子們的壹致歡迎。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座落在醫療
中心附近，壹共有四五百名孩子在
這個課後學校學習中文，學校以前
經常舉行各種演出、上電視表演、
定期去市政府參觀、承辦漢語等級
考試、組織舞龍隊等各種活動，每
月都推出新點子新項目，孩子們學
得津津有味。現在，王校長將這些
創意都設計到了網課裏，疫情期間
，不但沒有學生退課，反而有不少
新學生慕名加入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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