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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
我們的新動態

Monday, 4/19/2021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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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申請房貸時，如果您
能滿足以下四項條件，不但可以
可獲較划算的貸款條件，申請房
貸過程也較順利。

01穩定收入：
房貸業者希望看到收入會持

續不斷。例如最後兩年若你的就
業間斷，你必須予以解釋並附上
檔。業者想獲得貸款可收回的保
證，所以有穩定收入是關鍵。這表
示如果你是自雇，你的收入將以
過去兩年來平均。如果你是拿
W-2的員工，將向你要工資單和
就業證明。

02良好的信用分數：
你的信用分數通常需至少有

720分以上。這並不表示信用分數
若低於720分，就申請不到房貸，
但是你的信用將受到較嚴密的審
視。580分是最低分數。也許你使

用高比率的信用額，或是你的卡
債導致信用分數略低，或是以前
曾錯過付款。不論是何種情況，若
想符合貸款資格，700分以上被視
為好分數。

03債務少：
談到債務，與

每月收入比起來，
你的最低付債金
額應很低，最好是
總收入的 10%以
內。償付房貸可能
占收入的一大部
分，所以若把其他
最低付債保持在
10%以內，就應有
足夠空間支付房
貸。你能借到多少
錢，要看你的收入
是否足以償還這
筆貸款和其他債

務。

04資產：
申請房貸，業者會詢問你的

資產，特別是流動資
產，他們想知道你為
頭款、交割費和每月
房貸存了多少錢。所
以應確保你的個人
帳戶有充分資產，而
且這些資產在你的
帳戶至少兩個月。

理想的申請房
貸人，應有720信用
分數，可付20%頭款

，債務對收入比率低，擁有良好付
款紀錄和紮實收入。（文章來源：
美房吧，meifang8kefu）

你的房貸申請理想嗎你的房貸申請理想嗎？？
滿足這滿足這44個條件就可以個條件就可以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210420_4分之1版_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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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房的東西哪些壞了該房客賠出租房的東西哪些壞了該房客賠

出租房裡的東西壞了該誰賠是很容易
產生糾紛的。畢竟有很多灰色地帶，首先區
分正常磨損和意外損壞就不容易。房東覺得
是有意損壞的，租客可能會說是自然磨損，
不應該都算在他們頭上。最常見的例子就是
牆壁髒了，要不要重漆，紗窗破了，更換費用
算誰的，等等。

所以對出租房內的設備是自然磨損還
是損壞的區分還是非常重要的。作為房東或
管理公司，你要盡可能的跟租客講出道理來
才能說服他。這可不像高院大法官 Potter
Stewart的名言“I'll know it when I see it”。
否則說不定都在氣頭上，話趕話，鬧出點茶
杯裡的風波也有可能。

首先要清楚，正常的磨損是不需要租客
負責的，甚至也不需要房東負責。就這樣了，
要是下一家租客搬進來之前挑這些毛病，房
東或管理公司也只是記錄在案即可，不一定
要負責修。

正常的磨損的例子
1.地毯上有小污點
2.牆上有釘眼，小坑，小裂縫
3.牆上油漆褪色，開裂
4.門由於移位或潮濕導致的開合困難
5.窗簾很舊
6.浴室防水膠開裂
7.由於下水道老化而產生下水不暢
租客需要負責的例子
1.地毯上有大片汙跡或有燒灼痕跡
2.牆上有個洞
3.牆的油漆上有蠟筆塗鴉或搬家俱蹭的

劃痕
4.門上有個洞或鏈片掉了
5.窗簾爛了或有大片汙跡
6.洗手池或浴池被砸了個坑
7.由於不當使用產生的下水道
房東負責儘快修復的例子
1.漏雨的屋頂或漏水的天花板
2.冬天不暖的加熱器或夏天不工作的空

調
3.爆裂的水管或因樹根堵塞的下水道
因為根據州或市一級的法規，作為房東

，你必須要為租客提供適合居住的，沒有安
全和衛生隱患的居住條件。但說是儘快，有
時候確實很難。比如一年中最熱的那幾天你
的冷氣系統是最容易出問題的。一旦不工作
了，租客有可能真會一天給你幾個電話催你
修好。但這個時候的空調師傅也是最忙的，
通常一兩個星期都排不上。

也許這時候冰箱也來湊熱鬧，壞了。租
客家裡有嬰兒，奶水需要低溫保存，但商店
說要三天后才能送貨。這時候租客難免在言
語上會非常情緒化。然後你也難壓怒火。

以我們的經驗，這時候可以從兩方面著
手，首先告訴租客實際情況，以降低他們的
期望值，因為這是自然規律啊，你也不是神
仙。法律也是這樣規定的，比如空調壞了，有
一個月的維修視窗。但同時，積極想辦法緩
解問題。比如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會立即為租
客配備可攜式的降溫器和小冰箱，為租客解
決燃眉之急。雙管齊下，一般租客也都會理
解和配合。

總之，在與租客處理這方面的糾紛時，
要有理，即有法理依據知道租客的要求哪些
是正當的，哪些不是；有利，即從對房子保護
有利的角度出發做出判斷；有節，即公平對
待租客。把握好分寸。這樣就會建立起長期，
理性的租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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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通過自律的消費方式和良好的計
畫，輕鬆克服財務困難，以下這15種方法可
供參考：

1.通過獲得房屋抵押的固定利率抵押貸
款，來整合高息債務，並還清高息信用卡債
務。

2.考慮房屋淨值信貸額度（Home Equi-
ty Line Of Credit），並僅按您使用的金額支
付利息。

3.考慮反向抵押貸款。
4.整合您的電話、互聯網和電視服務，或

者完全放棄座機。
5.除非您絕對需要購買食物，住房和基

本需求的東西，否則請停止使用信用卡，僅
支付現金。

6.一次執行所有任務，避免不必要的旅
行，從而減少汽油消耗。盡可能購買最優惠
的汽油。

7.購買最優惠的汽車保險服務。另外，貨
比三家，以獲取有關健康保險和火災保險的
最佳優惠。

8.離開房間時關掉電燈，以減少電費。
9.在假期休假時，建議與大家庭一起使

用“秘密聖誕老人”方法來整理禮物清單。也
就是，在聖誕期間，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換禮
物。

10.在Smart＆Final，Sam's Club或Costco
等地方批量購買食品，您可以在不花高價的
情況下獲得品牌商品的超值優惠。

11.將家庭服務從每週減少到每月兩次，
或者自己動手做事，而不是租人割草，打掃
衛生，洗車和遛狗等。

12.將院子改成抗旱和低維護性的植物，
這可能使您無需花匠就可以維護它。

13.減少額外的花銷，例如外出吃午餐，
面部護理，昂貴的理髮，看電影、看體育現場
比賽。

14.自己動手製作，包括兒童午餐，禮物
和萬聖節服裝。

15.請房客、室友或付費客人，分擔您的
房屋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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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當房奴在美國當房奴，，這這1515種方法或許可以幫您省錢種方法或許可以幫您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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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買房的人只要做好這貸款買房的人只要做好這44點點，，
房貸壓力就可能會少一半房貸壓力就可能會少一半

貸款買房，選擇貸款機構的時候，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利
率。

影響利率的因素有很多，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要做好
哪4方面，才能拿下最好利率。

01信用分數
信用分數對利率的影響最大。
房屋貸款是階梯定價（tier pricing)，每個信用分數階梯

對應一個利率。信用分數分段越高，利率也就越低，通常是
20分一級。

大部分買家常用的貸款是Conventional loan，最低660
分就可以貸款，740分以上算是第一梯度。

另一種是貸款是限額較高的Jumbo loan，要求借款人
有更高的信用分數和更多的首付，利率通常也較高。

對於Jumbo loan，信用分數760-780分是第一梯度。
雖然每20分就會相差一個等級，不過只要信用分數在

700以上，都不會有特別顯著的差別。
如果你的信用分數真的很高，在760以上，利率會低一

點，但是每個月不會差很多。

關於提高信用分數，我們為大家分享2個Experian官
方的建議：

首先就是，要按時還帳單，包括信用卡、貸款、話費、租
金、水電費等等。貸款機構查看你的信用報告的時候，會通
過你有沒有按時還款來判斷你是否可靠，從而來預測你貸
款之後會不會按時還貸款。

第二個是，降低信用卡的結餘數額，也就是每個月盡可
能多地完成還款。這會影響到Credit Utilization Ratio（信
用額度利用率），從而影響你的信用分數。

一般來說，信用卡額度利用率越低，信用分數就會越
高。

較低的信用卡額度利用率代表你每個月沒有花光所
有的信用卡額度，說明你是一個知道如何妥善處理信用
貸款的人。

02貸款-收入比
（Debt-to-Income Ratio)

DTI是銀行考量貸款人每月管理還款能力的一個比例。
又細分為 Front-End DTI（只看房貸月供/收入）和

Back-End DTI（學生貸款+車貸+新房子貸款 +其他所有債
務還款/收入）兩種計算方式。

債務占收入比例越高，銀行貸款的風險就越大，如果超
過一定比例，銀行就可能會拒絕貸款給你。

現在大多數銀行要求 Front-End DTI 不超過 28%，
Back-End DTI不超過43%。而且多數銀行更看重Back-End
DTI。

Jumbo loan的要求比較嚴格，得根據首付比例、是不是
第一套房、選擇的貸款項目等等來確定，可能會要求只有
40%。

DTI低，利率也會相對更低。www.meifang8.com
但這個也要看具體情況和每個銀行的政策。有時候20%

和25%的利率可能就會很不一樣，但25%以上的就沒什麼區
別了。

但總的來說，收入越高、其他貸款越少，你能申請到的買
房貸款就越多，利率也會越有利。

所以有些lender會建議你在申請房貸前先還清其他
大筆貸款，同時不要在短期內增加新的貸款。比如開新的
信用卡、貸款為新家添置傢俱電器等等。

03工作時長和收入水準
一般情況下貸款機構會要求貸款人有一段時間的工

作和穩定收入。
兩年是一個比較穩妥的時長。最好的情況是你之前

同一份工作做了兩年，或者說雖然中間換了工作，但是換
到了一個收入更高的工作。

但有一些剛開始工作的年輕買家也不用特別擔心，
只要有雇主提供的offer letter，還是有很多lender可以幫
忙做貸款。

但如果你是自己創業self-employed, 貸款機構就會
更小心更嚴格了。他們會仔細比對你的收入和Tax Return

。

04首付Down
Payment

一般來說，如果能提前準
備20%的首付，拿下好的貸款

利率會比較有利。
因為貸款都是根據風險因素來調整的，5%的首付肯定

會比20%首付風險更高，利率也會更高。
另外，如果首付少於20%的話，貸款機構會要求購買

PMI (Private Mortgage Insurance) 房貸保險。
PMI受貸款額度、信用分數、房子類型、DTI 和貸款專案

影響。

如果首付10%的話，每年要付的PMI大概是0.4%-0.85%
。不過等房貸還到20%，就不用再付了。

當然，也並不是說低於20%的首付就一定不好。
我們也有一些投資型的客戶，會選擇只付5%到10%的

首付。
雖然可能每個月要多還100刀左右，但考慮到現在的低

利率，這部分錢的使用成本還是很低的。
剩下的錢還可以做多樣化投資，而不是都放在房子上。
有很多人認為，是不是應該攢夠20%再開始考慮買房。

考慮到過去兩年美國房價的增長速度，攢錢的速度很有可能
趕不上房價增長。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了買房計畫，可以儘早在自己的能力
範圍內降低首付比例，挑選一個合適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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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伙“摸金校尉”盗掘5处汉墓

从河南省偃师市区出发，沿310国

道一路向西，进入首阳山镇保庄村境内

，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苗木花卉种植园

地，春醒百花开，一片春色大好。

3月底，偃师市检察院检察官陈

晓波专程来到这处种植园，回访古墓

葬回填修复情况。前不久，该院办理

的盗掘古墓葬系列案件，这里是案发

现场。

蹲守竟有意外收获

时间倒回到2020年 5月，家住偃

师市首阳山镇保庄村的李卫，动起了

歪心思，因为疫情在家里呆了几个月

，长时间没出去打工，手头多少有点

紧张。他想起自家承包地租给别人种

黄杨了，前些年地里出现过坍塌，感

觉下面应该有古墓，不如“找几个人

一起盗掘古墓葬，挖点文物卖了挣点

钱花”。

说干就干，李卫马上和本村村民

李峰、李展联系，又陆续找了李柯、

李波参与。五个人连续奋战了几夜，

终于挖到一个古墓，没想到李峰下墓

后只带上来一块蓝色的方形瓦片，再

也没其他任何东西。李卫不死心，几

个人把盗洞稍微回填后，又继续在附

近探墓，直到6月2日凌晨案发。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和李卫有相

同心思的保庄村村民李立也组织了李

州、陈军、李一杰、李龙、李三杰、

李印、李二杰共八个人组成了盗墓团

伙，他们人数多，干得时间长，至案

发共挖出三个盗洞，只不过也是未盗

得文物。

同样没闲着的还有该村的李武和

苏如，他们也组织了代亮、柳志、赵

锋、岳椎、苏宽共七个人盗掘古墓，

同样未盗得文物，白费了力气。

6月1日上午，偃师市公安局刑警

队接匿名群众举报，称位于偃师市首

阳山镇保庄村南花卉地内有多处探洞

，怀疑有人盗掘古墓。当天晚上，20

余名便衣民警秘密潜入该地带内蹲守

。2日凌晨1时许，发现在村南的地内

有灯光晃动，蹲守民警遂立即实施合

围，一举将正在实施盗掘古墓葬的李

州、陈军、李立、李一杰四人抓获。

现场发现三个直径约五十公分的盗洞

，自西向东一字型排列，并査获洛阳

铲、鼓风机、辘轳、铁锨、扎杆、头

灯等一批作案工具。

几乎在抓捕上述几人的同时，在

外围布控的民警发现一中年男子正行

色匆匆从花卉地里往马路上跑。当时

该男子赤裸上身，带着矿灯，裤子和

鞋粘满黄土，形迹可疑。后经身份确

认，该人系保庄村村民李武。民警随

即到其家中进行搜查，搜出了扎杆等

盗墓工具。李武供述，其和苏如、代

亮、柳志、赵锋、岳椎、苏宽等人，

当晚也在该村盗掘古墓葬，但未盗得

文物。案发当天，几人在发现民警抓

捕李立等人的异常情况后四散逃逸，

李武在途中被抓。

当天被警方发现的还不止李武，

还有李卫、李峰等盗墓者。侥幸逃脱

的李峰，给平时和自己关系较好的苏

乐打电话，让他去探听一下情况。

凌晨2时许，苏乐来到案发现场。

察觉苏乐是在打听案情，民警遂对其

进行盘问，苏乐如实说明原因。在苏

乐的配合下，民警找到李峰的家，刚

巧碰到从李峰家走出来的李卫，遂将

其二人控制。

随后，民警在李峰家中査出通风

管道、大洛阳铲等大批盗墓工具。面

对确凿证据，2人不得不供述，称还有

李柯、李展、李波等3人参与，五个人

从5月27日开始盗墓，至案发共挖了

一个盗洞，同样未盗得文物。

至此，三起盗掘古墓葬案相继告

破。

鉴定和抓捕同步进行

偃师市文物局对上述5处被盗墓葬

进行了勘探，并出具

报告：涉案墓葬均位

于汉魏洛阳故城保护

区及邙山陵墓群保护

区内。而汉魏洛阳故

城保护区及邙山陵墓

群保护区，分别被国

务院列为第一批和第

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因所盗掘的5处

墓葬全部处于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内，

案情重大，偃师市公

安局遂将案情提前向

偃师市检察院进行通

报，同时委托具有涉

案文物鉴定评估资质

的专业机构对上述被

盗古墓葬的历史、科

学、文化价值进行鉴

定。2020年 7月23日，国家文物出境

鉴定河南站出具《文物鉴定意见书》

，认定被盗掘的5处墓葬均为“汉代古

墓葬，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盗墓活动破坏了古墓葬的完整，对

古墓葬本体及附属文物造成严重破坏

。”

鉴定的同时，抓捕工作也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2020年 8月21日，李展

、李波、李柯被抓获，至此李卫一案5

人全部到案。同一天，代亮、柳志、

苏如落网。同年9月10日，公安机关

对赵锋上网追逃，9月12日赵锋在厦门

市被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抓获，后

移交偃师市公安机关。

由于案发后很多嫌疑人选择了四

散外逃，这给抓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

难度，因此李州一案8人只到案了4人

，李龙、李三杰、李印、李二杰等4人

暂未到案，李武一案7人只到案了5人

，另外岳椎、苏宽暂未到案，均需要

另案处理。

检察履职扎扎实实

从2020年 7月开始，该三起案件

的多名嫌疑人开始相继进入检察院审

査逮捕环节，案件分由三名检察官承

办。

因案涉国保文物，按照法律规定

起刑点在10年以上，该院检察长王银

轩十分重视，先后多次组织会议听取

各承办人案件汇报，要求承办人就本

案能否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进

行充分研讨。

为此，该院主动向洛阳市检察院

请示，并通过洛阳市院向河南省检察

院第八检察部沟通汇报。与此同时，

邀请河南科技大学专家教授进行文物

遗产保护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可行性研讨。最终于2020年12月9日

、10日决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2021年 1月20日至26日，上述三

起盗掘古墓葬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系列案件分别在该市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2月9日、25日、26日，三起案

件一审分别获判。14人全部被法院以

盗掘古墓葬罪作出有罪判决，其中主

犯李武、苏如等4人被分别判处十年至

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至4万元不等

；代亮、赵锋等9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至六年，并处罚金2至3

万不等；李波则因属预备犯，被从轻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

罚金2万元。同时，判决全部支持了检

察机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要求

各被告人连带承担相应被盗掘的古墓

葬的勘探、修复工程费用，并在省级

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目前三案14人所判决承担的盗

掘古墓葬的勘探、修复费用已全部履

行到位，苗木花卉种植园地的古墓葬

回填修复也已全部完成，并且通过严

厉打击该三起案件，保庄村再也没有

发生过盗墓情况，群众社会满意度和

治安安全感得到有效提升。”陪同检

察官回访的偃师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中

队长齐向阳介绍说。

14人获刑还要赔修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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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房開放參觀如何給人留下好印象賣房開放參觀如何給人留下好印象
————66大招數招招抓心大招數招招抓心！！

問：我要賣房子，準備開放參觀，該怎麼做才能讓參觀的
人留下好印象？

開放參觀是向潛在買主展示房屋的好方法，地產經紀人
員通常會建議儘早這麼做，通過精心規畫和準備，可輕鬆地
的讓住屋展現最大吸引力。上門參觀房子的人將包括潛在買
家和房地產經紀人員，所以，開放參觀有機會拓展人脈。

身為賣方的您通常不會在開放參觀時出席，卻要負責在
參觀日之前打理一切、裝點待售房屋。不妨遵循以下六個簡

單方法，讓開放參觀的房屋脫穎而出：

首先，改善房屋外觀
從路邊看上去的房屋外觀，往往是第一

印象；如果房子外觀看起來磨損、疏於照料，
屋內裝飾十之八九也不會好到哪裡。雖然有
人主張不該從外表評判一切，但骯髒的外部
壁板和叢生的雜草確實足以道出這個房屋
的一切，而且不會是正面的。藉由修飾庭園
景觀、進行其他必要的外部維護，可在開放
參觀時讓人在進入前留下好印象。

其次，裝飾房屋內部
透過簡單諮詢，房屋裝飾專家將告訴您

需要做些什麼才能讓房屋適合拍照、並且滿
足開放參觀的需求。有時，裝飾專家只需簡

單清理屋內雜物、重新安排傢俱，就會看起來更加清爽整潔，
如果需要調整的部份太多，可能就得租用傢俱來替換。借助
專業指導，往往能大大修務室內設計，讓參觀者眼睛一亮。

第三點，租用倉儲空間
您可將不打算丟棄的雜物暫時放到倉儲空間裡，避免雜

物讓房屋看起來更小；此外，如果能將某些過多的傢俱一併

暫挪到倉儲空間裡，裝點開放參觀的空間會更容易，會讓
房屋看起來更寬敞、乾淨，是個開放而有吸引力的空間。

第四點，提供宣傳小冊讓參觀者容易記住
可用專業的全彩色宣傳小冊來強調待售房屋的最佳

機能，讓開放參觀更周全；藉由這個額外的步驟，可讓買家牢
牢記住相關訊息。宣傳冊內容應包括價格、位址和聯絡訊息，
而且要印在一目了然的地方。

提供宣傳小冊很重要，因為，買家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參
觀很多房屋、容易混淆。

第五個重點，讓參觀活動成為感官的盛宴
參觀房屋應該是身臨其境的體驗，這與上網流覽圖片截

然不同，身為屋主的您應想辦法讓訪客受到感動。不妨提供
茶點，讓來者感到賓至如歸，又或者，如果天氣不錯，可打開
窗戶讓清新空氣流通，此外，也許廚房經過全面翻新、是房屋
一大賣點，可請專業廚師烹煮開胃小菜，不僅可讓客人吃飽，
還可展示廚房的優質家電。總之，想盡辦法突顯住屋優勢、以
吸引潛在買主。

第六點，為房屋開放參觀日全力宣傳
在當今數位時代下，像網路上宣傳房屋開放參觀有其必

要；地產經紀人應與潛在客戶、過去的客戶和其他地產經紀
人分享參觀日訊息，不要害怕在您的網路裡分享資訊、也不
要吝于口耳相傳，尤其是在高檔市場或價格高於中間價位的
房屋，給人的每個印象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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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購房有哪些好處？
1.房屋貸款利息部分可以抵稅
在美國購買房子後,買家支付的貸款利息可以從個人所

得稅中扣除。這是政府為了鼓勵民眾自購房屋的優惠政策。
2.房產稅可以抵稅
還以50萬美金的房子來舉例，如果按1%繳納房地產稅

，一年就是5000美元，又可以減600的稅。
3.房貸優惠
借款者可以申請固定利率的貸款，將來不管市場利率多

高，還款不受影響。現在美國30年利率為4.3%。如果將來利
率再一次下降，可以隨時申請重貸。

4.地區政府補貼
一般只要你在某個地區住滿多少年(例如10年), 地方政

府經常給予5-10萬美元的補貼。
5.老年買房政府補貼
62歲可以只付30%-40%的房價，再加上地方政府經常

給予5-10萬美元的補貼，所以，可以用很少的錢就買到房子
。

在美購房基本概念區分
1.城市與鄉村的定義
在美國的大都市，並沒有絕對的城市和鄉

村的定義，只是城中心有一個很小相對集中的
downtown，其它的都是由小的City構成。

2.房產稅不同
在美國，只要擁有房子就要交房地產稅，加

州的地稅差不多是在1.2-2.0%間，各州的標準還
會有各自的不同。所以每年交房地產稅，成為了
屋主持有的固定成本，這也因此使得美國房屋的空置率降低
，相對抑制了大肆炒房的行為。

3.支付佣金方式不同
在美國房地產買賣時，佣金一律由賣方負擔(因為在買

賣過程中，賣主是取得金錢的一方，而買主是付錢的一方)屋
主在委託經紀人出售房屋時，就訂立了合同，佣金一般在6%
左右，賣主經紀人需分一半佣金給買方經紀人。

4.計算房屋面積的尺度不同
在美國是用平方英尺來計算房屋面積的，比如說3000

平方英尺的房子，是指屋子的室內居住面積，相當於278平
方米，但如果說一套獨立屋的面積，則要再加上前後花園，車
庫等的占地面積，那面積就遠遠不止3000平方英尺了。

5.貸款政策不同
在美國貸款買房，絕大部分的貸款期限是固定利率的，

但也有浮動利率，貸款人要自己承擔利率上升的風險。當然
不論你用什麼方式貸款，都是可以在貸款沒有到期之前，重
新貸款或全部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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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購房的在美國購房的55大福利大福利
以及基本概念區分以及基本概念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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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在美國，，沒有沒有SNNSNN，，信用也能建立嗎信用也能建立嗎？？
SSN，全稱是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在美國就相當於是個人的信用“身份證”，可
以用SSN來查詢個人的信用歷史。個人信用
記錄有多重要呢？比如說各種辦房貸，辦車
貸的時候，利息多少很大程度取決於信用記
錄；想申請一些高端信用卡，“好卡”，擁有一
份漂亮的信用歷史記錄也是有很大說明的。

常見詢問：
“是不是在美國申請信用卡必須有 SSN

才可以？”
“沒有社保卡如何建立信用記錄？”
“沒有社保號碼怎麼獲得信用分數？”
以下本文就結合一些可信度較高的公

開資料來介紹一下這個問題。
沒有 SSN 也會有信用記錄
Bankrate.com 在2012年刊登的文章，聯

繫了三大信用局核實：
"Name and current address are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but we strongly en-
courage the lender to provide the SSN,
date of birth and previous address if it
was within the last two years," she [Maxine
Sweet, vice president of public education
at Experian] says. "That additional informa-
tion can be very important in helping us
match the account to the correct consumer.
" TransUnion also builds credit histories on
individuals without a Social Security num-
ber. Equifax didn't respond to emails ask-
ing about their minimum identification re-
quirements for a credit report.

Experian 和 TransUnion 都確認：沒有
SSN 也能建立信用記錄；通常要求姓名、現
住址、出生日期、過往住址等。根據經驗，在
美國不管是申請信用卡、還是買保險、辦理
貸款，線上註冊的時候通常都要求提供這些
資訊，可用於核實你的身份，自然也可以用
於記錄你的信用歷史。

Experian 官網的這篇回答也確認了這
一說法：

Experian doesn’t match information
to a person’s credit history using only the
Social Security number. Experian matches
information using all of the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lender, so the
account will be accurately shown in your
report, even if no Social Security number
is provided.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即使沒有 SSN，你
的行為同樣可能被信用局記錄，切勿以為沒
有 SSN 就可以隨意毀約、欠錢不還。

沒有 SSN 也可以申請信用卡
大部分信用卡都要求 SSN，但是有一些

專門針對國際學生的信用卡可能不需要，比
如 deserve 信用卡就明確說了：No SSN or
credit history required。

另外，有些信用卡如果沒有 SSN 的話可
以用稅號（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
tion Number; ITIN）、甚至用駕照和護照也可
以申請。銀行和信用卡公司每年的政策不一
樣，但是從歷史上來看，下面這些信用卡比
較容易申請：

•Citibank（對國際學生和外籍人士比
較友好）

•Bank of America
•American Express
•Discover
•學生卡：專門針對沒有經濟來源的學

生推出，額度低、門檻低
沒有信用卡如何建立信用記錄？
無 SSN 可以申請的信用卡，並不代表不

需要信用記錄。前面也說過了，沒有 SSN 同
樣會有信用記錄。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正確
的流程：

•在沒有 SSN 和信用卡的情況下先初
步建立信用記錄。

•有了一定信用記錄之後即使沒有
SSN 也可以申請信用卡。

•有了信用卡之後合理使用，分數會較
快提高。

•有了足夠的信用分數之後，貸款買車
甚至買房，按時還款，分數會漲得更快。

萬事開頭難。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如何建立信用記錄？

•可以考慮辦 Secured Credit Card 押
金信用卡。這種卡從金融的角度來說沒有意
義，因為所謂的「額度」是你自己的押金，但
是它能說明你建立信用記錄。

•開設銀行存款帳號。很多人反映 1 萬
美元是一個檻：把能動用的學費、生活費之
類的存在銀行，好好管理，這些也是你的信
用。

•用你的名字租房，及時支付水、電等
帳單，切勿拖欠。搬家務必把舊位址的 utili-
ty 帳單取消，及時付帳是建立信用最基本的
要求。

•不要頻繁搬家，因為固定的住所意味
著「更可靠」，如果是有穩定的收入就更好了
。很多金融活動在網上申請時需要提供過去
兩年的住址；如果你在同一個位址居住了兩
年以上，信用卡申請被批准的機會更大。

•可辦理商場的 store credit card：如
Best Buy, Macy's 的信用卡，這些卡只能在各
自店裡使用，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信用卡。辦
理之後使用、購物、並及時還款。

•如果你有親人在美國並且他／她有
信用卡帳號，可以把你添加為授權使用者，
這是最簡單、最快捷的方式。

下面繼續為短期無法獲取SSN，但又想
積累信用記錄的小夥伴們繼續提供建議。

無需SSN的銀行Security Card
去 各 大 銀 行 的 branch 申 請 Security

Card押金卡，有的Secured Card在辦理的
時候是無需提供SSN的，比如BOA和Citi的。

Security Card和信用卡一樣，還款欠款
的情況都會上報到三家信用局。因此，押金
卡的還款也會影響到信用分數，按時還款可
以漲分，欠錢不還就會扣分。而預付卡是不
會上報信用局的，因為本身就消費的是你自
己的錢，沒有借錢消費這個環節。因此，押金
卡也常常被信用不好或者沒有信用記錄的
人來慢慢積累或者修復信用記錄。注意這類
卡並不是真正的信用卡，而是需要先存錢，
再消費。作用是能夠建立你的信用。同時，這
張卡在1-2年之後，基本能夠轉成正規的信
用卡。

Secured Card
優點：屬於自己的“信用卡”；建立信用

記錄。
缺點：有押金；有的年費；幾乎沒返現；

額度很低。
無需SSN的學生版信用卡
當地銀行
去各大銀行的branch，向工作人員諮詢

，能否辦理一張學生版信用卡。通常這類學
生信用卡不需要SSN就可以辦理，當然一般
來說你得有這個銀行的checking會比較方
便。一般需要工作人員複印護照，簽證等一
系列的證件，然後進行辦理。這些卡就是一
般的信用卡，可以積累信用，但是返現等回
報一般比較低。

•Chase Freedom學生信用卡
•BOA Cash Rewards（需要存款較多，

與banker關係不錯）
• Capital One Journey Students Re-

wards信用卡
以BOA Cash Rewards為例，如果沒有

SSN，你可以在BOA開一個checking帳戶，
當場辦理BOA Cash Rewards Student版，存
款多的話或則和banker關係不錯的話，有的
banker可以直接給你辦這張卡。

優點：屬於自己的信用卡；建立信用記
錄；無年費。

缺點：返現低；額度低。
網上申請
以及網上就可以申請到的專門為留學

生量身定制的Deserve（EDU）信用卡。
優點：開卡就送$30；積攢信用記錄；報

銷 Amazon Prime 會員；No Foreign Trans-
action Fee (FTF)；針對國際留學生；無年費

缺點：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申請這張
卡需要SSN；額度不高

加入家人朋友已有信用卡的副卡
如果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已有信用卡，

那麼加入他們已有信用卡的副卡也是個不
錯的選擇。加為副卡後，信用局會把你的姓
名、生日、地址關聯起來，給你建立信用報告
，這樣就能積累信用記錄了。有個前提，他們

要能及時還款，信用分還不錯，否則反而對
自己的信用有很大的不好的影響。

優點：可以很快積攢信用記錄，相當有
人“推薦”了你（所以主卡持有者信用記錄有
多重要不言而喻了吧）

缺點：需要麻煩別人；在加入之前需要
確認一下對方的信用歷史記錄；卡消費得到
的積分獎勵都在主卡持有者那。

用自己的名字及時付房租，水電帳單
一般來說，給自己住的公寓/房子交付水

電帳單都需要開個帳戶，比如在EverSource
，這時候在自己的信用記錄上都會算開了一
個新帳戶；你的每一筆按時交付都是在給自
己積攢信用記錄。

然後，我一些朋友說和正規的房屋管理
處簽訂合同，按時交付房租也會顯示在信用
記錄重。注意，在私人房東那轉帳是不算的。

優點：住房子本來就要交付房租，水電
帳單。

缺點：搬家時要記得把舊地址的水電帳
單取消掉。

買東西時辦理貸款服務
大家買手機（尤其是iPhone）時，可以嘗

試用Apple自己或則像Verizon一類運營商
的貸款服務。

優點：可以貸款分期付款，減輕現在的
壓力。

缺點：每期付款都要付額外的利息。
來美之前擁有AMEX國際版信用卡
現在允許有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墨

西哥及英國的有本國信用記錄的申請人直
接在網上從運通官方public或者referral的
連結進行美國信用卡申請。也就是通過協力
廠商提供的國際信用報告，來判斷是否能給
你批准美國的信用卡。除此之外，其他填寫
的內容都是一樣的。目前採用的夥伴是No-
va Credit提供的報告。希望Amex繼續推進
國際信用卡開卡服務，多來些歐美國家的羊
。

優點：可以直接繼承原先國家的信用記
錄，直接申請到AMEX信用卡

缺點：僅允許個別國家
對於是否要有SSN，那當然是能有最好

就拿到。不過最近疫情期間，SSA辦公室也
是需要郵寄材料才能辦，效率不能保證。而
如果拿不到SSN呢，用以上方法最適合自己
的一種先積攢信用記錄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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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愿意“上网冲浪”

“支付宝到账 23 元。”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
水果店，68 岁的周玉芳正拿着手机在收银台结
账。她告诉记者，自己已有 5 年“网龄”，女儿
教会自己用智能手机后，出门买菜再也不用准备
零钱了。手机支付、网上购物等操作早已是“小
菜一碟”。

第 4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 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网民规模从
6.88 亿增长至 9.89 亿。截至 2020 年 12 月，60 岁
以上网民占比达11.2%，较同年6月增长0.9%。

“来，姥爷，我验收一下您的学习成果。”最
近，小刘在教姥爷怎样用手机买菜。“打开买菜
软件，选好要买的菜，核对地址，点击付款
……”老人家一边嘴上念叨，一边手上操作，几
分钟就下单成功了。

小刘的姥爷今年 75 岁，因腿脚不便不常出
门，子女们大约每周来看望一次。虽然每次都会
带上许多食材，但新鲜蔬果不宜久存，学会在手
机上买菜，为老人解决了不少麻烦。

中国质量协会“2020年数字经济服务质量满
意度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服务对 65 岁以
上老年群体的幸福感提升作用显著，其幸福感主
要源自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于
老年人而言，一部手机不仅拉近了家到菜市场的
距离，还能将对亲人朋友的思念传至世界各地。

“我看手机提醒最近有沙尘暴，没事儿就别
出门了啊！”李大爷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了个
视频电话。每天晚上，他都会在手机上看看儿子
所在城市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偶尔通过微信叮
嘱几句“天热小心中暑”“天冷记得加衣”。“孩
子在外报喜不报忧，通过手机关注和他有关的动
态，也是参与他生活的一种方式。”李大爷说。

还有一些老人在互联网上成为圈粉众多的
“网红”。在某音频平台，71岁的资深“背包客”
文歆苒创办了自己的栏目，分享 10 年环球旅行
经历，吸引了7万多人收听；武汉84岁的康爷爷
在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分享潮流穿搭，不少
年轻人在评论区直呼“要跟老爷子学习搭配”；
90岁的“UP主”江敏慈通过短视频讲述自己曾

为求学而逃离包办婚姻的故事，感动众多网友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在积极拥抱数字生活，
努力跨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数字鸿沟”。

学会拥抱数字生活

为了帮助老年人快速融入数字生活，一些城
市的老年大学开设了智能手机使用技巧相关课
程。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老年大学
承载人数有限，不能全面担当起普及智能手机使
用的角色。如何让更多“银发族”享受智能生活
带来的便利，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
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驰提出，将帮扶力量下沉至街
道、社区等基层组织，通过招募专业教师和发动
志愿者等方式，帮助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中面临
的种种“数字难题”。

“调研发现，60到70岁的老年人有很强的学
习意愿，通过社区开设数天或一周的学习班，他
们就能学会一些基础操作，比如扫健康码、移动
支付、手机打车、预约就医等。”马驰表示，这
批老年人还可以带动更多朋友参与学习，或直接
教更大岁数的人使用智能机。如今，上海多个市
辖区的街道、社区已顺利开展老年人学习使用智
能手机等相关课程。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在上海，四川、浙江、
安徽等多个省份已经或正在开展有关培训。有些
城市由社区牵头开设短期培训班；有的以敬老院
为单元，开展相关讲座；还有村镇推出“办班教
学+上门送学+结对帮学”模式，定期为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提供志愿帮扶服务……

越来越多适老化服务的推出，也正营造着对
老年群体更为友好的数字环境。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
方案》，要求推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适老化改
造，使其具备大屏幕、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
容量、操作简单等更多方便老年人使用的特点；
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鼓励企业提供相关
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

前几天，陈阿姨去银行办业务时发现网点添
置了轮椅、老花镜等老年人适用的设施。工作人
员还全程陪同指导她在机器上办理业务，并教她
将手机银行 APP 设置为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模
式。她发现，APP 新版本的页面字体大了许多，
还能通过语音功能说出自己的需求，操作起来远
比自己想象的简便。

“以后在手机上就能办理业务，不用大小事
都往银行跑了。”陈阿姨高兴地说。

自由选择生活方式

在专业团队和志愿者的帮助下，越来越多老
年人享受到智能时代的便利与乐趣。不过，仍有
部分老人因年岁过高学不会，或者不习惯、不喜
欢凡事都依赖手机。对此，专家认为，在帮助老
年人融入数字时代的同时，仍要“两条腿走
路”，为其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

“比如老人不乐意用手机打车，可以在线下
增设针对老年人的打车点。”马驰介绍，目前上
海有200余个出租车候客点，乘客可以使用线下
打车装置“一键叫车”。“同时，年轻人应多向老

年人提供帮助，形成尊老爱老的社会风气。”他
说。

前段时间，一则“老人用现金缴医保被拒”
的消息引发网友热议。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
李伟表示，要引导水电煤气、公用事业缴费领域
及部分高频服务场所的现金使用行为。对于涉及
公共服务、民生等一些拒收现金主体，将依法依
规予以严肃惩治。

需要警惕的是，如今“银发网友”越来越
多，有些不法分子动起了歪心思。在电视购物平
台，推销号称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不需
插手机卡、打电话不要钱、免费上网”，然而消
费者收到的却是一台不能打电话也无法上网的

“砖机”；有的骗子则以线下促销活动为名，将中
老年人拉入微信群，实则在群内兜售名不副实的

“科技产品”，甚至以返利为噱头吸引老年人发展
新客户，行传销之实；还有的老年网友因轻信网
络上的虚假广告，遭遇网络诈骗，造成损失。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相关组织应引导
老年人获取有效信息，避开“数字陷阱”。中国

消费者协会消费监督部主任张德志建议，网购时
要使用第三方支付交易手段，并保留转账截图等
凭证。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部
门和公检法单位等维权组织应给予更多投入。

工信部印发的 《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即无障
碍改造专项行动》 明确指出，针对当前互联网
应用中强制广告较多、容易误导老年人的问
题，互联网网站和手机 APP 完成改造后的适老
版、关怀版无障碍版本，将不再设有广告插
件，特别是付款类操作将无任何诱导式按键。

还有专家建议，面对网络谣言等乱象，政府
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及家庭子女等主体应共同
参与，坚决打击违法行为、开发谣言甄别系统，
努力提升老年网友媒介素养，保障老年人相关权
益。

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
亿。智能技术发展飞速，我们既要帮助老年人乘
上时代的快车，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到技术进步
的红利，也要尊重其个人选择，真正形成“老有
所乐”的良好社会氛围。

推进社区教育，提供适老化服务，打造友好数字环境——

数字时代，“银发族”不是“局外人”
本报记者 廖睿灵

▲ 3月 20日，浙江省
金华市区人民广场学雷锋
角，一些老年人在志愿者
的指导下操作智能手机。

胡肖飞摄
（人民视觉）

◀ 1月 14日，安徽省
淮南市田家庵区龙泉街道
泉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内，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淮南西站青年
志愿者帮助社区老人学习
使用手机12306APP购买火
车票。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扫码点餐、网上挂号、预约出
行……智能化服务为日常生活带来
许多便利，却让许多不会使用新技
术的老年人犯了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助力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各地积极
落实，推出各种利好举措，比如开
展社区教育、推出适老化服务、线
上线下多向选择等，帮助老年群体
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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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13日，是个要被载入人类史册

的大日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政府要召开一

场事关全人类命运的内阁会议，一起讨论要不

要把浸满了放射性物质的核废水排进太平洋。

不过说句实话，这不过是走个过场。

早在上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基本定下了

这 个 放 水 的

“ 解 决 方 案

”——福岛的

废水储量眼看

着就要达到137

万吨的上限，

考虑到处理后

的废水污染相

对“可控”，

所以“别无选

择”只能向太

平洋倾倒。

不 过 从 逻

辑上来说，日

本的说法相当

站不住脚。

先 说 储 量

的问题：从上

面的图片能看

到，储水罐附

近还有相当多

的空地。考虑

到当地的辐射

值，这些地皮

既不能种地也

不能住人，不

拿来存放核废

水真是有点浪

费，可人家偏

偏就不想掏这

个钱。

接下来说污染的问题：之前菅义伟曾

经去福岛视察过一次，当地的工作人员

信誓旦旦地打包票说处理过的废水能直

接饮用，可谨小慎微的首相大人最终还

是没敢下嘴。

对了，就在这些存放核废水的罐子附

近，检测机构还发现了一大堆辐射值爆

表的集装箱。等到媒体把东电的人叫过

来一问，才发现连他们自己都对此一无

所知。

考虑到事故以来日本的处置能力，你

还真是不能对他们抱有一丁点的幻想。

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目前处

于日本的“上风口”。

由于两级海地台阶和洋流走向的原因

，福岛的海水要先在北太平洋绕一大圈

才会流回台湾省沿岸，加之黄河、长江

、珠江入海形成的压力差，最先受灾的

反而是离得更远的加拿大美国和南美诸

国。

但由于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很长，所

以只要时间够久的话，整个太平洋沿岸

的十几亿人都得跟着遭殃。

回顾整个事故的过程，你会发现这是

一场完全由不负责任的处置引发的“人

祸”。

2011年，日本东海岸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

最强烈的地震。9级的地震波不仅摧毁了不少

小城镇，甚至引发了一场席卷日本本州岛的巨

大海啸，一万多人丧生。

好巧不巧的，福岛正处在这场地震的波及

范围中。

地震发生后，核电站就按照程序关闭了反

应堆，同时地面上的柴油发电机开始启动为反

应堆的冷却设施供电。没成想，这时候一波大

浪打过来，直接把发电机干熄火了。

虽说设备停机了，但其实反应堆里面的反

应可没那么容易停下来。没有循环供应的冷却

剂，巨大的能量会把核燃料加温到上千度的高

温，连反应堆带混凝土都能给融穿，咔咔得往

下面漏。

等到高温下分解出来的氢气、氧气一爆

炸，这三个大号的反应堆就全都得报销，不

可计数的放射性粉尘紧跟着就会被喷到空气

中，把整个日本都变成一片辐射度爆表的末

日废土。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尽

一切手段让反应堆冷却下来。要么想办法恢复

供电，要么直接就地取材用海水为反应堆降温

，总之就是要当机立断、壮士断腕。

这时候，经典的日式操作来了——

在东京电力公司的高层看来，这样的操作

会让几座价值不菲的发电机组报废，所以谁也

不敢拍板。虽说最后在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的

要求下开始了事故处置，但反应堆里早就乱了

。

由于错过了事故处理的最佳时机，反应堆

的金属外壳在高温下跟海水反应生成了大量的

氢气，几个反应堆先后发生了爆炸，整个核电

站内已然是一片狼藉。

都到了这份上了，东电和日本政府首先想

到的竟然还是息事宁人。

一开始，日本原子能机构把这事定性成等

级为三级的核事故，在现有的所有事故等级里

位列中游。要不是因为有媒体发现储存核废水

的罐子漏了个大缝，他们估计能直接宣布事件

无害。

等到后来实在捂不住了，满脑子规避损失

的东电才想起来向当局求援。

当然了，自卫队的反应也是相当应景

。虽说他们收到了支援福岛核电站的命令

，但自卫队高层却义正严辞地表示了拒绝

，理由是搞不清楚核电站内的具体情况，

不想去冒险。

到了最后，认真评估了事态严重程度的东

京电力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开

始撤离公司员工和附近居民，而留在废墟里做

些无关痛痒的维修善后工作的，一共就五十个

人。

就做了这么大点事，他们还专门拍了部叫

《福岛五十勇士》的电影。

直到后来有人向媒体爆料大伙才知道，这

五十人里面既没有政府员工、也没有公司雇员

，只有一些黑社会、流浪汉和智力残障人士。

说白了，就是一群不明真相被东电骗进去的替

罪羊。

至于三个在事件中起到不光彩作用的公司

高层，理所当然地在诉讼后被宣布了“无罪

”——这倒是很符合日本现在的处事风格。

百般无奈之下，日本终于调高了事故的严

重等级，直接飙到了最严重的第七级。

这时候，东电也不得不在全球媒体的瞩目

下说了实话：反应堆内的核燃料已融化成了岩

浆，并开始腐蚀核电站地下的防护层，再等一

段时间就会渗进土壤和地下水，毁掉整个日本

的生态。

对于事故的后续处理，日本人一共有两个

解决方案。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在反应堆中不断投放

硼酸和铅块，通过中和辐射逐渐让链式反应停

止实现冷停堆，同时在反应堆下方打个通道，

安装一个可以阻止核燃料向下腐蚀的安全层。

这事，苏联人上世纪在切尔诺贝利就干过

一次。

说句公道话，当时的情况更加复杂。其一

，事故是在反应堆仍在运行状态下发生的，其

二，事故初期就发生了严重的爆炸，整个堆芯

暴露在外、电站内辐射度直接爆表。

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苏联仍然倾尽全力

进行了救援——

天上，是从阿富汗战场上召回来的经验丰

富的飞行员。他们驾驶着直升机不间断地向反

应堆内空投沙土和硼酸；

地上，三千多名士兵在工程兵司令员塔拉

克诺夫将军的带领下冲上厂房，每十个人一组

、每次不超过40秒，就为了在辐射超量前铲上

一铲石墨块；

地下，一万名矿工顶着高温、粉尘和辐射

拼命挖掘，最终挖出了一条直通反应堆底部的

隧道，并用水泥在反应堆底下重新浇出了新的

安全层。

整个事故处置期间，60万苏联人被征召、

其中包括数千种职业和岗位，上到将军下到工

人没有一个人退缩，即使是承受着致死量的辐

射，却依然完成了每个人的既定工作。

相比之下，日本既无动员能力、又无

牺牲精神、更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让他

们搞这种“饱和式救援”确实是有点强人

所难——这个国家没有尊严，只有鞠躬和

弯腰。

第二种方法就很简单了，不断引入海水冷

却堆芯、再不断地把核废水倒掉。考虑到处置

成本，他们其实早就想这么干了：

2013年的时候，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

中田中俊一就在发布会上说过，放射性物质降

至标准以下后，排入大海是不可避免的，“希

望大家给予理解”。

其实这些年里，日本明里暗里也放了不少

核废水。打从2013年开始，福岛核电站内的储

水罐就不停漏水，甚至被偷偷注入容器运到韩

国海域内倒掉，这事光韩国媒体就报道了不止

一回。

你看，人家根本不管别人是否理解。

最可怕的是，这样的处事逻辑，渗透在这

个国家历史中的各个时期：曾经有人统计过，

上世纪危害程度排进前八的公害事故里面，日

本自己就占去了四次！

比如从1952年到1972年间不断发生的水俣

病事件，就是因为日本氮肥公司排放的含汞废

水导致的；再比如日本富士山骨痛病事件、日

本四日市气喘病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影响

同样都十分恶劣。

不过与福岛的这次核泄漏事故相比，这些

公害事件就有点相形见绌了。毕竟这次事件的

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民众，还有全人类。

日本又要对不起全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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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龍學天
下中文學校 2021 夏
令營的課程設置終
於新鮮出爐！

龍學天下中文
學校是大休斯頓地
區的一所集課後班
和周末班的中文沈
浸式學校。經歷了
一年多艱苦卓絕的
抗疫實戰，“龍學
”教師們已經積累
了豐富的線上教學
經驗，在公立學校
執教中文課程的校
長王榕更是知難而
上、率先垂範，在
疫情期間的實體教學中積累了寶貴的校園防疫經驗，以
及在特殊時期保證學生學業質量的實戰經驗。因而，
2021年“龍學”夏令營的課程設計推出網課與實體課
相結合的“雙拼”版本，給家長和孩子們更多的選擇，
堪稱虛擬與現實的完美混搭！

一、“龍學”網絡課堂
2021暑期夏令營的網絡課程內容豐富，一如既往

。早在美國疫情爆發初期，“龍學”堅持將學生安全放
在首要位置，運用ZOOM軟件作為網絡教學平臺，將實
體課堂轉移到網絡空間，為學生們創造了一個互動交流
的虛擬空間。

2021暑期，“龍學”中文網絡課程包括暨南拼音
、暨南中文、馬立平中文，在此基礎上，還設有
HSK4-6及中文閱讀寫作課程，幫助學生增加詞匯量，
提高總結閱讀材料的能力，進而促進寫作水平的提升。
學校還將延續中文網絡教學傳統，每周為孩子們提供講
中文故事的實踐平臺，孩子們在與老師、同學的互動過
程中，學習課本之外的更多內容，包括中文成語故事、
古典名著等等，幫助他們在閱讀中提升中文水平和學習
興趣。

數學與英語教學同樣以網絡教學方式為主。“龍學
”嚴格按照美國中小學教學大綱制定的TEKT教學計劃
，以系統化、漸進式的教學方式，彌補目前公立學校跳
躍式教學的不足。“龍學”通過制定教學計劃、教師培
訓和集體備課等方式，保證教學過程的連貫性、一致性
，讓學生更加紮實地掌握課堂知識。

“龍學”數學課程，根據學生程度選用公立學校的
同步教材和新加坡數學教學體系，同時加入心算和速算
的概念性教學，幫助學生利用暑期的寶貴時間為下個學
期的學習打好基礎，並更上層樓。

“龍學”英語課程的任課教師均為德州公立學校的
優秀教師，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英語課程在幫助學生
提升英語閱讀能力、增加詞匯量、強化語法的基礎上，
使他們在寫作上句式豐富多變，長短句靈活應用，用詞

準確出彩，論點豐富，論證有力，邏輯嚴謹。通過短時
間的密集訓練提高孩子的寫作能力。所用教材以公立學
校英文教材為基礎，在此基礎上配合有較好口碑和知名
度的《Wordly Wise 3000》系列教材進一步提升學生的
語言水平。

才藝課程同樣精彩紛呈，讓學生們繼續在豐富多彩
的雲中課堂感受學習的快樂。才藝課程包括公眾演講課
、繪畫、書法、折紙、泥塑、舞蹈、唱歌、象棋等。這
些才藝課程註重采用主題式教學方式，在體驗性過程中
，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創造性，為學生們創造一個優質
、快樂的學習環境。此外，還有其他多元化網絡課程可
供選擇，如初高中代數幾何課程、機器人編程、SAT數
學課、數學競賽課程等。

二、“龍學”實體課堂
校長王榕在公立學校執教實體課堂的過程中，積累

了寶貴的校園防疫經驗，以及在特殊時期保證學生學業
質量的實戰經驗，這些都成為了“龍學”實體課堂得以
重啟的重要前提。2021“龍學”暑期實體課堂包含了豐
富的課程內容，中文教學是學校的立校之本，學校將大
力提升中文課程實體教學的力度。同時，實體課堂還開
設三字經、算盤、珠算、茶藝等多種中國傳統文化課程
，以及烘焙課程，幫助重回校園的學生們重溫美好的
“龍學”生活。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擁有一只極具專業精神的教師隊
伍，他們當中不乏在美國公立學校曾分別獲得"the
teacher of year"，“TOP 50" ,"The best teacher of the
school"等榮譽稱號的優秀教師，也有獲得國內特級教師
稱號的資深教學專家。他們對孩子們充滿愛心、教學用
心、服務誠心，使“龍學”贏得了學生家長的普遍贊譽
。如今，王榕校長帶領學校的專業教師隊伍，致力於將
“龍學”打造成為一所老師用心、學生開心、家長放心
、對社會有責任心、對未來有信心的北美一流中文學校
。今夏，讓我們“龍學”再相見，在虛擬與現實的混搭
設計中度過一段美好的暑期生活。

今夏再相見今夏再相見，，看我們虛擬與現實的混搭設計看我們虛擬與現實的混搭設計
———龍學天下中文學校—龍學天下中文學校20212021夏令營報名開始了夏令營報名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