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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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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市場出現搶房潮，有買家加價10
萬美元且支付 50%的首付，且放棄 Contin-
gency階段，才在眾多Offer裡殺出一條血路，
搶到一處很普通的房子。不少民眾表示，現在
是賣房市場，一棟房子只要沒什麼太大硬傷，
基本上市一兩天就會被賣掉，搶房搶到令人
絕望。

近日南加房屋市場非常活躍，有的房子
照片只有房子外表和周圍環境圖片，一張房
子內部的照片都沒有，但是寫著Sale As Is，
且遞交Offer的時間只有幾天，即使這樣，買
家仍趨之若鶩。

東區華人祝女士最近搶房搶到焦慮，她
說，她最近在物色投資屋，先是看中Fontan-
na一個27萬美元的獨立屋，雖然屋況很一般
，但是勝在價格便宜，她特別打電話到地產經
紀的公司詢問其電話，聯繫到地產經紀，結果
對方表示必須全款現金支付，且不讓看房，想
買直接交Offer，讓她當場傻眼。

隨後她在哈仙達岡看到一棟49萬美元
的獨立屋，房子只有900平方英尺，裡面還都
需要修繕，無非是地比較大有6000平方英尺
。她做好加價1萬美元的心理準備，結果被人
加價4萬元搶走了。現在買房真的和打仗一
樣，沒足夠的錢根本搶不過，但如此利潤全無

的搶法到底意義何在？
華人孫小姐分享她的搶房心得，她說，搶

房就是要快准狠，她家第一次買的時候也是
看得好絕望，出了七、八個Offer才拿到一個
不怎麼喜歡的房子，後來證明不喜歡的房子
還是不要買，不然住得很不開心。最近第二次
買就學乖了，看上了喜歡的房子就絲毫不猶
豫，往能承受範圍裡最高線出價，下了第一個
Offer就成功，本來以為出高了，結果後來又有
人跟他們搶，又多出了1萬美元才保住，但是
自住房，沒辦法。

至於那些上市時間長，且有硬傷的房子，
有些人建議不要硬買，華人林先生表示，以他
最近幾個月去看房經歷看，掛市場超
過一個月甚至更長沒賣的房子，基本
是有硬傷，或房子尚可，但定價超高，
最重要賣家分文不肯降。不是那種房
子舊裝修差賣不出去。好在隨著旺季
的到來，房源越來越多，各方面不錯的
就出價，硬傷的堅決別搶。上市一個月
以上還在市場上，那一定是有道理的。
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厲害，大多數人
都是普通人。

對於搶房撇步，南加州一名房地
產經紀表示，現在房源比較少，有List-

ing的經紀都很忙碌，一個房子動輒五到十個
Offer在搶。首先要瞭解市場的情況，一棟房子
要加多少錢才能拿到，要有一個明確概念。每
個房子的情況都不同，以羅蘭岡為例，通常60
萬美元上市的房子要加到5%至10%。

其次是現金買家在市場上比較有競爭力
，因為外匯管制，現在現金買家越來越少。和
去年同期相比，市場房源少了30%至40%，且
利息是低點，所以出現搶購現象，例如在阿罕
布拉一個房子三、四天上市，有幾十個人來看
，最後加了7、8萬美元賣掉。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搶房搶到絕望搶房搶到絕望，，加價加價1010萬美金萬美金++首付首付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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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喜歡選擇租房為何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喜歡選擇租房？？
現在，租房已經漸成北美人，特別是北美青年人住房的

首選。北美租房而居的人越來越多，收入越來越高，年齡越來
越大。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在過去10年裡，年收入超
過 10萬美元的租房家庭數量增長了 160萬個。目前，超過
2240萬個家庭的租房者年齡超過40歲，大部分新建公寓迎
合了這些富裕家庭所希望的餐館、公園、體育場館和辦公室
就近的生活模式。

在北美，商品房市讓市場去調節，而租房市場由政府控
制，政府向擁有土地和房子的主人徵收房地產稅，將這筆錢
投入租房市場補貼給房客，“劫富濟貧”。擁有房子者，享受了
成功的喜悅，擁有的快感，而房客們居有定所，可謂皆大歡喜
吧。

眾所周知，紐約是全美住房消費負擔最重的城市，曼哈
頓更是寸土寸金，房價高得沒法想像，看得見景色的公寓動
輒幾百萬美元，甚至上千萬美元一套。不過，紐約的租房市場
，卻因為政府與私營部門的合作，而長期維持著穩定的狀態。

其實，歐美的多數國家多少年來租房者和擁有住房的比
例各占一半，大城市的租房比例則更高，並且還不是暫時租
住而是一種居住常態。由於歐美的高房地產稅，政府徵收了
房地產稅之後便大量提供各種類型的廉租房，使大多數民眾
並不需要非得購房而居。

例如，我在紐約時居住在曼哈頓內的羅斯福島上，環境
幽雅，鬧中取靜。我所租住的高級公寓是聯合國出資建造的，
主要提供給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對他們收取的租金相當便宜
，而對於像我這樣的非聯合國工作人員則租金隨行就市，每
月需付租金2500美元。其時，曼哈頓的地產稅高達3%，假如
我買下所租住的公寓至少要100萬美元，每年的房產稅就要
3萬美元，再加上幾千美元的管理費、水電費等，根本“得不
償失”！

在羅斯福島上，還另有兩類公寓可以居住。一類是政府
提供給低收入家庭居住的，只要家庭年收入低於規定的金額
就可以申請入住，租金比普通市面上的公寓低30%～40%。
我曾經的一個同事有一年失業了，卻“因禍得福”年收入正符
合申請標準，於是租到了這一類公寓。第二年，這位同事的太
太也上班了，兩人的收入大大超過了申請標準，但政府又不

會年年查證，結果一住數年。直到孩子到了學齡期，他們
才為了孩子的教育不得不搬離羅斯福島。

另一類公寓的租賃方式又別具一格，搬進去時承租
人只需交納當年的薪金（按年薪計），以後無論租住多久
都無須交納房租，只需按月交付幾百美元的管理費。如果
住膩了想搬出去，那筆預付的薪金便會退還，但是不償付
利息。試想，這樣的買賣簡直太划算了，一旦入住這一類
公寓，幾乎無人搬出去，除非老死。不過，因為房產不是你
的，房價漲得再高也跟你無關。

這種居住方式在歐洲就更屬常態了，我曾有專文詳
談德國的住房情況，這兒就不另贅述了。

在北美，多少年來對於租房還是買房，對於普通百姓
來說只不過是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事實上，遠觀北
美一百多年來的房價走勢，基本上僅僅和通脹率持平，也
就是說房地產對普通人而言並不是投資品的選項。

在北美，通常來說單身者基本選擇租房，丁克家庭也多
半租房而居，一般只有結婚後有了孩子才會考慮搬到郊外或
者小城鎮選擇買房子，過上另一種大家庭的生活。例如，股神
巴菲特年輕時就一直租住一居室的公寓，直到結婚生下第一
個女兒後才購房而居，可那時他早已是百萬富翁了。順便提
一下，巴菲特至今依然住在那棟老房子裡……

2008年的次貸危機，使得美國房價連續下跌了五六個
年頭，之後雖然回升，可迄今還沒有回到之前的高位，摧毀了
很多移民以擁有房子為主的所謂“美國夢”。

再以房價最高的紐約來說，紐約市政府長期以來實施廉
租房政策，使符合條件的中低收入階層每月都能以較少的租
金租住較好地段的一居室。例如，位於曼哈頓下城有一個斯
泰佛森特社區，大約有100多棟居民樓，共佔據6個街區，所
有公寓一律面向中低收入階層收入群體。

在該社區，一套面積約60平方米的公寓，客廳約為30平
方米，臥室有15平方米，外加廚房、廁所和壁櫥。如果按曼哈
頓的租房價格，目前每個月租金要3000美元，但是在該社區
這樣的一居室只需1500美元。租房的好處關鍵在於，如果房
內出現下水道堵塞、停電、冷熱器設施故障等問題，一概由房
東負責上門維修，而且社區的週邊設施非常完善，中心地帶
有噴水池和草地綠化，以及24小時保安巡邏。

在北美大城市，超過35%的大眾選擇租房居住，這與健
全的“商業租賃法”是分不開的。法律規定，房東不能隨意漲
房租，不能輕易毀約，更不能隨性趕走房客；在更換新房客之
前，必須將房屋修繕一新，由房東負責日常維修服務。如此一
來，法律最大限度保障了租戶的利益，使房客享有充分的安
全感。當然，如果是租戶使用不善造成的損壞，一切經濟後果
由租戶自己承擔。

在紐約曼哈頓，更有超過90%的人租房而住，而能在曼
哈頓擁有房產的都是錢多得發黴的主。例如，當年宋美齡女
士居住在中央公園邊上的那套penthouse（頂層豪華公寓），
價值七八千萬美元，每年單房地產稅就要繳納200多萬美元
。

很顯然，完善的法律和政府的系列廉租措施，使紐約這
一國際大都市甚至“世界之都”吸引並留住了大量的人才，特
別是收入相對較低的年輕人，令紐約長期以來維持著“鐵打
的營盤（固定的房子），流水的兵（房客）”，人口一直維持在
800萬，而人口的不斷流動使紐約保持著新興城市一般的活
力。

只有人口不斷流動，才能保持城市的活力。一個城市，一
旦住房擁有率的人口超過了70%，這個城市就會因為老化而
失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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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幾招可增加貸款信用分數用這幾招可增加貸款信用分數
想要更低的利率，高的信用分數少不了。專業人士表

示，除非借得很少，否則信用和利率有很大關聯。若想拿
到最好的利息，小額貸款需要740分，大額貸款至少要
780分。

提高信用分數有許多方法，除了長期良好的紀錄以
外，即使到了臨貸款時，也有一些快速提高的策略。建議
民眾在大約兩、三個月前就開始注意信用卡的使用，不能
用超過額度的30%。比如這張卡的額度是1萬元，那就最
多用到3000元以下，如果不小心刷過了30%就趕快還。
或主動打電話到銀行，說需要更大的額度，通常銀行都會
願意增加信用卡額度，這樣一來就不容易刷超過30%。

此外信用卡也要保持每月還清，否則會給銀行留下
這個人是先花錢、再還錢的印象，而且還說明錢很緊。注

意這些方面可以大大改善分數，有一些案例中的申請人，甚
至從630分直升至720分。

此外還有更快速提高的案例。如果民眾不小心有未還的
欠款被送到催帳公司，很會影響到信用分數。這種情況只要
付清後，貸款經紀可以幫忙發刪除信（deletion letter）給信
用公司，只要花費100多元，三天就可以取掉這個紀錄，最多
也能上漲100多信用分數。

其實貸款經紀可以幫你做的事情很多，如果信用不好，
可以請經紀給一些建議，通常都可以增加一些信用分數。在
申請房貸的時候，信用分數每20分是一個階，稍微做一些補
救工作，每提高20分都會獲得不同的利息，能省下不少錢。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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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房挑房】】教你判斷教你判斷，，哪套房子更給力哪套房子更給力！！
在美國買過房和正在買房的華人都知

道，在美國買房很辛苦，腦力體力都要跟得
上。

既要考慮：學區品質、交通上班開車時
間、購物方便、居住面積、占地面積、前庭後
院，又要比較建築年代、總評狀況，總之比較
整體配套、鄰居等外部環境，比較房屋私密
性以及內部結構等等。

除了這些還不夠，美國買房和中國差距
甚遠，"人靠衣服馬靠鞍"這句話被美國賣房
的房主使用的淋漓盡致，賣房就像給房找物
件，第一印象相當重要，所以前房主幾乎都
給房子"美容"了。很多買房的華人容易被室
內裝飾和擺設所蒙蔽。

其實這時需要做的是冷靜，通過觀察房
子的一些細節來瞭解房子的品質，或者你遇
到兩套房子其他條件都差不多，就可以通過
下面這些方面來判斷哪套房子更給力。

如何從美國室內決定性七個方面,來看
房屋品質?

一、室內牆角。圓角比方角要
好的多。

1.功能上，方角太尖，家有孩子不小心撞
到更容易受傷；方角容易在搬箱子搬家具等
東西時被磕掉一小塊,出現殘缺。

2.成本上，做圓角比做方角要花更多的
人工(labor)—在美國，人工往往比材料貴，有
時貴得還不止一點。方角只要 2 塊踢腳板
(baseboard)，而圓角需要3塊。一幢房子裡
面上上下下很多牆角，每個地方都要多切一
塊踢腳板，這可不是多一點點人工。

二、窗套。有窗套(window
trim)比較好。

最偷工減料的窗戶完全沒有窗套；稍微
好點的有個窗臺；最好是有整個窗套的。有
些房子只有一樓的窗戶有整個窗套，二樓臥
室就只有窗臺了。做工最地道的房子是上上
下下所有窗戶都有整個窗套。

三、地板。實木地板VS.地毯
VS.符合木地板。

1.實木地板(Hardwood)材料最貴，需要
$3/尺起；地毯其次；最不值錢的是複合木地
板Laminate( 三合板、五合板類型表面貼一
層皮的木地板）。

2.實木地板不僅材料最貴，而且安裝人
工也是最貴(安裝費一般$3/尺)。鋪地毯(Car-
pet)算上面地毯，下面墊層(Pad)，$4/尺已經
屬於相當高檔了，而安裝費便宜的只要$0.5/
尺。

很多中國人剛來美國覺得地毯比木地
板好，覺得地毯高檔，其實不然。無論是喜歡
地毯還是喜歡地板，純粹個人喜好。不過如
果兩套房子價格地段建築年代等都差不多
的情況下，我會選實木地板那套。有些美國
二手房會把"hardwood floor throughout"(全
實木地板)作為賣點，就是這個道理。

四、樓梯的臺階：Bull Nose
VS. Waterfall

樓梯臺階上的地毯有兩種鋪法：Bull
Nose 或 Waterfall。Bull Nose 即在邊緣有突
出，而Waterfall就是普通平平的直角。

1.Bull Nose或Waterfall，兩者之間，很明
顯Bull Nose漂亮不少。

2.Bull Nose 臺階的人工要比 Waterfall
貴很多。做Bull Nose需另外加錢，一般是級
臺階加收$20多，整個樓梯臺階還是不少的。
所以，做Bull Nose的 Builder比做Waterfall
的Builder更給力。

五、廚房灶頭豎牆部檯面：
Backsplash

現在的新房，廚房基本上清一色的整片
大理石檯面(slab granite countertop)。優質
廚房會在灶頭的豎牆部檯面貼上瓷磚或者
馬賽克，Blacksplash。而右圖廚房是光禿禿
的牆，沒有Blacksplash。

1.儘管Blacksplash價格不算太貴，所需
瓷磚加膩子等材料費預計在$100-$200之間
，但貼瓷磚的人工比較貴。

2.Blacksplash 兼
有裝飾性和功能性：
燒菜的時候有油和汁
水不可避免的濺到牆
上，一抹就抹掉了。

六、美國廚房
之：灶具
除了灶頭豎牆部

檯面(Blacksplash)，從
廚房的炊具上是最能
看出廚房的品質的。
美國人的廚房炊具一
般都有這麼三樣：灶
頭、烤箱、微波爐，外
加一個抽油煙機(對於華人尤其說那是抽油
煙機不如說是排風扇，下文會講到這一點)。
美國人最常搭配方式(右圖)是：一個灶頭和
烤箱一體，加一個帶抽油煙機的微波爐，不
但可以花最少的錢置辦齊全，而且這樣的搭
配安裝費也省。但是，這樣一體化的炊具實
際用起來相當不舒服，因為經常需要一邊炒
菜一邊在微波爐裡加熱或者解凍東西，這樣
人就近距離正面對著正在工作的微波爐。

七、華人的美國廚房：灶具之
王—抽油煙機

美國房子必不可少的還有一個是煙霧
報警器。當美國式開放廚房，遇上中國式煎
炸烹煮，對於華人來說"永遠是個痛"。來美國
後哪一個華人沒有因為炒菜把煙霧報警器
弄響過的經歷？人家那個煙霧報警器是為了
發生火災緊急報警的好不好。警報拉向幾次
之後明白，美國的抽油煙機就是個擺設，最
多只能濾濾油抽抽風。

海外針對華人的抽油煙機款式和品牌
有倒是有的，包括華人品牌。但要找到真正
滿足華人家庭需求的抽油煙機，那是真心的
不容易。究竟什麼樣的油煙機才算能真正滿
足華人家庭的需求？

真正優質的抽油煙機
需具備以下四點
1. 吸力是抽油煙機最為重要的參數。

CFM(每分鐘排氣體積)大於800。
普通美國家庭其實並不需要特別大的

吸力的油煙機，比起油鍋炒菜，他們使用烤
箱的頻率更高。所以美國新房標準油煙機的
CFM(每分鐘排氣體積)通常只有250，甚至還
有許多人會選擇外觀美麗的微波爐油煙一
體機，這個吸力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顯然這樣功率的抽油煙機對於華人家
庭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一般來說，只有CFM
大於800的抽油煙機才能滿足華人的需求。
但可惜的是，美國市面上絕大多數的油煙機
CFM值都只在400-600左右。

2. 抽油煙機降噪等級控制在 3.5Sones
以內

高轉速下的抽油煙機會產生一定的噪
音，這也是許多美國家庭選擇低功率油煙機
的原因。美國市面上絕大多數油煙機的噪音
等 級 為：490CFM(3.5 Sones 響 度 單 位)、
615CFM(5.3 Sones)、900CFM(7.5 Sones)。

3. 油煙排放量大
油煙排放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最好

選擇大型的帶有出風管的油煙機，可以將難
聞的氣體直接排到房子外面。

但是美國市面上有許多較為時尚流行
的油煙機卻沒有帶這類出風管。有些是直接
排放到空調管道中去，另外一些索性只是一
個排風扇，吹散的油煙仍然漂浮在房間裡。
這類的油煙機一定要謹慎購買。

4. 抽油煙機相當方便清潔
抽油煙機使用起來方便，但是清潔卻是

個大難題，特別是那些密集吸附在濾網上的
油漬。所以在選購油煙機時，儘量選擇方便
清潔的油煙機，例如可以更換濾網或者拆卸
極其方便的款式，會讓清潔輕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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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宝币”是什么骗局？

今天来说一下在华人圈子里被争论很多年的一

件事：珍宝币。

2020年2月，一位曾在华人圈掀起巨大风浪的

美国华人陈力，在加州中区联邦法院上当庭认罪

——承认自己犯下的电汇诈骗和逃税的罪名。他也

面临着十年的监禁，向国税局缴纳188万美元的罚

款。

陈力，就是珍宝币骗局的始作俑者。

自从珍宝币这个东西诞生以来，就一直在

“骗子”和“不是骗子”这两者中争论不休。说

这东西是骗子的人，凭借的是基本的常识，而坚

持这东西不是骗子的人，除了确实常识不足的，

更多的是自欺欺人。许多人自己陷进了这个陷阱

里面，就想着将别人拉下来，踩着别人的躯体爬

出去，韭菜之间相互陷害，赌的就是谁会成为最

后被收割的那一茬。

2014年，美国洛杉矶的华人圈里，流传着一个

叫做“珍宝币”的发财项目。据说，这是华人发明

的“比特币”，拥有巨大的投资前景，因为这个东

西不仅是当时“全球唯一和比特币一样，通过数字

加密以提高安全性和透明度”，而且它还有强大的

后盾。

发明“珍宝币”的公司，是一家在南加州的华

人公司，名叫“美国富豪集团”。富豪集团的创始

人，名叫陈力，据说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美国华

人。

在富豪集团的宣传资料中，陈力被包装为中国

大型国有企业的创始人，于1993年创办了“中国

联通”。

牛吹得太惊人了！

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那个你知道的“中国

联通”。

其实只要有一些常识，其他的不用看，光看这

个宣传就知道骗子无疑了。中国联通可是央企，怎

么可能是你一个美国华人创办的呢？

这样低劣的包装却有人相信，因为这仅仅是陈

力包装自己的一张牌而已。将一个谎言单独拎出来

比较容易分辨，可是上百个谎言组合到一起，环环

相扣层层递进，就可能骗倒大多数人。

珍宝币就是这样一个上百个谎言组合在一起的

骗局。从它诞生到覆灭，一共骗取了7万人总共

1.47亿美元的投资，绝大多数都是华人。

伪造法案，PS政要合影
让韭菜收割韭菜

除了搬出“中国联通”创始人的身份来给自己

镀金意外事件，陈力还请来了两位“志同道合”的

合伙人站台，个个宣传的来头也不逊于陈力。

第一位叫做Solomon Yang（杨子华），加入

日本国籍后，改名“樱田英二”（Eiji Sakurada）,

对外以“杨樱田”、“所罗门杨”自称。在宣传中

杨子华不仅仅是成功的华人投资家，还有一个重要

的身份，那就是中国“某位领导”的侄子。

为了证明这个身份，宣传资料上刊登了许多所

罗门杨和各国政要合影的照片。

第二位叫做John Wuo（鄂志超），是美国加

州阿凯迪亚市的前任市长、前市议员。这个身份可

是货真价实的，鄂志超后担任了美国富豪集团的荣

誉主席，多次为珍宝币站台，成为了陈力忽悠人的

“杀手锏”。

一个是“领导”的侄子，一个是美国的前任市

长，小小一个珍宝币，竟能同时收获“卧龙”、

“凤雏”两位英才，真可谓诈骗界的战斗机。

光是这三个创始人的身份就已经能够迷惑一部

分人了，珍宝币还有招数，那就是伪造法案。

在宣传资料中，写着“2014年 12月 16日, 美

国财政部批准珍宝进入“世界交易平台”进行全球

自由交易，该交易平台主要创始人是总部在华盛顿

的，有虚拟货币美联储之称的比特币基金会的高级

官员。全球有数千台虚拟货币专用 ATM 取款机

，珍宝币的用户将可以在这些 ATM 取款机上提

领现金和交易珍宝币。”

这个所谓的美国财政部批准自然是鬼扯，而

“世界交易平台”也是像鬼一样只听过没见过，唯

一还算有点影子的就是可以提取和交易珍宝币的

ATM 机了。他们还真的安装了几台，并且拍了一

些在ATM 上交易珍宝币的照片拿来宣传，但真实

的情况是：这些机器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自

由交易，后来就设置了许多障碍，想要提取非常困

难。

另外，珍宝币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号称有对

应的琥珀矿和其他宝石矿作为后盾支撑。这个美国

富豪集团以前一家矿业公司，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一

些地方拥有矿产。只要购买1000美元以上的珍宝

币，以后就可以兑换等值的宝石。并且他们还将富

豪集团名下的500亿资产中的150亿有形资产抵押

在加州政府，作为珍宝币的发行依据。

这些宣传反正就是张口就来，总会有无法去验

证信息真伪的韭菜上门求割。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怀疑，但是只要你进入到这

个骗局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跟你说这个东西能发

财，有些甚至是你的亲人和朋友，他们都信誓旦旦

地告诉你自己靠珍宝币赚了多少钱。

这其实也是“庞氏骗局”中常出现的现象。因

为只有源源不断的新人进入，才能支付前面人的收

益，就算前面的人已经看清了骗局的真相，但为了

能够早日脱身，他们不得不加入了说谎的行列。

这就是让韭菜去收割韭菜，就看谁是倒霉的最

后一茬。

在这个维持了6年的骗局里，还有一位名人

也被牵扯其中，就是著名的主流相声表演艺术家

姜昆。

在珍宝币发行后不久，姜昆曾到美国富豪集团

的总部参观，并且与陈力在一起吃饭，看照片还算

相谈甚欢。后来在珍宝币的宣传资料上，姜昆的照

片也与另外三位创始人并列在一起。

因此有受害者就曾将姜昆也告上法庭，说他利

用名声诈骗敛财。

不过这些都被姜昆否认了，网上还流传了一份

他亲笔手书的声明：“我本人姜昆与美国usfiaInc

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该公司目前在日本进行的以我

的形象和名义筹办的各类集资活动，全是骗局，是

非法的。希望善良的朋友不要上当。”

招招打在华人的痛点

骗子始终还是要露出马脚。不管珍宝币的包装

宣传如何天衣无缝，它始终是一个无法流通，没有

任何价值的东西。

珍宝币这样一个骗局能够在华人圈持续6年，

圈钱上亿美元，骗倒7万人，主要是因为他的行骗

招数招招打在华人，尤其是老一辈华人的痛点。

首先，抬高创始人社会地位。

不管是搬来“中国联通”创始人身份，还是

“领导人的侄子”，或者是如假包换的美国前市长

，这些都是用社会地位来令人信服。

华人崇拜权力，迷信关系，同样一句话，有社

会地位的人说出来就是名言，没有地位的人说出来

就屁都不是。

很多华人到海外之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

是找各种议员、市长、会长进行合影，然后拿来做

炫耀的资本。殊不知这些人虽然大小是个“官”，

但其实并无多大的权力，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他

们竞选拉票的时候，还巴不得多和选民们合影来增

强自己的亲和力呢。与他们合影并不能提高你的社

会地位，但有一些华人就是看不懂这个道理，看到

别人和政要官员的合影，就给唬住了。

更何况，还真的有一个是当过美国市长的人。

而对关系的迷信，让一些华人会对不合理的谎

言做出合理的推测和解释。比如陈力说自己是“中

国联通”的创始人，大多数人是不信的，但有一部

分人就会自动脑补：“也许人家在创立了联通之后

，就上交给了国家，然后深藏身与名呢？”

至于“领导人的侄子”，就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了，因为究竟是哪个领导人没有说，但因为没有说

才显得领导的地位高，要不然怎么连名讳都要避嫌

呢？

这一顿操作下来，把自己的脸上贴得金光耀眼

，没怎么见识的人已经被闪瞎了。

在7万名受骗人中，有很多都是手头并不宽

裕的老人，他们是拿着自己仅有的养老钱全部

投入进去的。这部分群体的信息认知更为闭塞

落后，他们的思维完全跟不上骗子精心设计的

谎言。

这起发生在美国的诈骗案，主谋是华人，受骗

者也绝大多数都是华人，陈力之流在骗取同胞钱财

的同时，也给华人抹黑和丢脸。希望大家以后都能

够看破这些套路，不要再上当受骗。

骗了7万华人，敛财1.47亿美元，深扒珍宝币的覆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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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價上漲，由于美聯儲升息，抵押貸款利率上漲
，最新發現，美國屋主月月繳的物業管理費也在上漲。據
《財政時報》報道，一般美國房主平均每月交的物業管理
費為331美元，在過去十年中增長了32%，漲幅高過房價
或通貨膨脹。這意味著，每位房主每年支付的物業費接近
4,000美元。

一、HOA的概念？
在美國有一個業主協會(HOA)，全稱是 Homeowner

Association，就是通常所說的物業管理，由住戶（業主）
們組成並強制性參加。

HOA在美國是非盈利性的法人組織，具有獨立的法律
地位，可以作為法律主體，通過業主委員會同物業服務公
司訂立物業服務合同。美國的業主委員會是業主協會的管
轄實體和執行機構，能夠做為HOA的法律代表與其他各方
訂立合同，處理各種訴訟事務。它仿佛是一個住宅物業的
“政府”，管轄著這個物業的共有利益部分。

HOA的具體特點：

對于所有該開發項目的業主，參加HOA並成為會員是
強制性的；

所有會員都必須繳納HOA的會費；
除了所有市政部門的法規，HOA有權力制定和執行物

業維護以及裝飾設計方面的標準；
HOA是法人組織，擁有自己的內部規章制度，通常

HOA會由一個董事會（即業主委員會）來雇傭一個物業管
理公司來負責維護和物業制度執行；

很多業主協會定期發布自己的通訊簡報。

經研究發現，之所以管理費用不漲過快，部分原因是
很多住房正在老化，維護的成本增加。另外，房屋面積大
，住房密度低的地區屋主支付的物業費用也會上漲很多。

二、什麼樣的房子需要交納物業費？
美國的房屋類型主要有三種：獨棟別墅(Single Family

House)、聯排別墅(Town House)和公寓(Condo)。
一般獨棟別墅是不需要交物業費（有的高檔小區也需

要交）。
獨棟別墅的好處就是屋主可以享有比較大的居住空間

和很高的獨立自主性，但缺點就是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像
是除草鏟雪等，東西壞了也是自己找人修理，加上美國的
人工成本可觀，所以single family的管理及維修通常是屋
主的一大夢魘。

聯排別墅和公寓需要交物業費。
聯排別墅和公寓局限性在于有物業管理(HOA)。HOA

不僅有你很難控制的物業管理費用，而且有的HOA經常還
有一些讓人難受的規定。例如有的HOA規定不容許出租你
的房子，有的HOA要求統一的外觀，有的還不容許安裝室
外的衛星天線。

所以你如果打算給一個聯排別墅或公寓下單(Offer)前，
一定要聯繫HOA，並仔細閱讀HOA的條款。

公寓通常是由住戶組成的大樓理事會(Condo Associa-
tion)和第三者委托管理機構共同管理。通常每半年或一年
有一次所有住戶、大樓理事會和管理機構的會議，大家會
針對大樓營運上、財務上、及管理上等事項進行討論，住
戶有任何問題和意見也可以立刻在當場反應。

在美國購買公寓雖然便利性高，但有些事項必須注意
：

1. 大樓管理費：
公寓一般都會收取管理費，大部份是采取月付的方式

，至于付多少就要看區域和服務，也要看你住的地方多大
，通常住的坪數越大，付擔的費用也越高。舊一點的大樓
費用也會比新大樓高，因為東西舊可能需要維修的頻率比
較高。一般的管理費會包括水費，清潔費，鏟雪等，但這
筆費用不包括在每月的貸款裏，所以是另一筆額外開銷。

2. 特殊費用分攤：

當大樓的設備有問題需要修
理，通常是由所有住戶分攤該筆
費用。跟管理費一樣，住的坪數
越大，付擔的費用也越高，費用
的支付跟管理費一樣是采取分期
月付的方式，也可以選擇一次付
清。通常這樣的費用比較難去預
測，所以在購買公寓時，最好要
瞭解該公寓有多少可挪用的儲備
金，同時詢問之前有無發生過類

似的經驗及其費用和原因，作為心理上的參考。
3. 大樓理事會規定：
和獨棟別墅最大的不同，就是住戶必須要遵守大樓理

事會訂定的所有規定，像是很多公寓都規定不能隨意跟換
住所的外觀像是門和窗戶等，很多想要進行室內裝修之前
也必須通報理事會得到獲准才行施工。若是裝修涉及到房
子結構上的改變（像是線路，水管等），需要得到建築師
和City Hall的審核，手續比較麻煩。另外有些公寓規定不
能出租，只能出售，以便提升相當的房屋自有率，也有些
是規定不能養寵物。

此外，幾乎所有的公寓都有所謂的“First Right of Re-
fusal"，也就是屋主在賣房前必須將賣價告知大樓理事會，
讓理事會有先買下該公寓的權利。

三、HOA有些什麼限制？
業主在享受HOA帶來的各種好處時，同時也會有一些

限制：

每月要繳納一定數額的HOA Fee，還不便宜；

很多規定必須按照HOA的來；
房屋的裝修（甚至是內部改動）都要提交HOA批准；
租賃、買賣時需要和HOA交流，HOA的涉及程度視

相關規定為准。
買房的時候就發現，HOA Fee還真是一個影響因素。

JHU附近的HOA費用真不低，每個月要700美元甚至更多
，不低好不好！後來只能選擇離學校遠點的另外一個區，
大概費用就是300美元左右，勉強可以接受。

這個HOA費用不固定，我見過最高能到1000美元以
上的，也見過只要200美元以內的，這個要具體看HOA
是怎麼規定的。比如有的HOA Fee裏面還包括稅、各種
氣、水的費用。而有的HOA Fee包括的很少，總而言之
就是要Case by case。不過大體上橫向比較的話，有游泳
池的、大草坪的HOA費會更貴。

一般情況，這個小區是否可以養寵物、前後院能否改
動、外墻的顏色、是否可以加裝天線插旗竿、庭院如何布
置、汽車停放在哪裏、屋外懸挂的物品、花草品種等等一
切可能都會有規定。(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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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OA既有好處也有麻煩
HOA的好處：
很多打理維護工作都不需要屋主親力親為，包括：公

共設施維修管理，如有網球場、游泳池、健身房、電梯等
。景觀環境維護，包括庭院草坪修剪除草、灑水灌溉打理
、走道打掃、垃圾清理等。

不同地區的HOA規定各不相同，但大致上美國HOA
會處理以下全部或者部分事物：

收取維持社區運行的必要費用
維護社區的景觀
維護社區的休閑娛樂設施
為社區活動提供必要的場所
提供安全保障
安排維護道路狀況
HOA的麻煩：
HOA有的限制則會讓你很頭痛，如限制出租，限制寵

物，限制裝木地板，等等。例如：幫家人買了個公寓做投
資房，準備裝Laminate地板，可是HOA說必須請Contrac-
tor裝，不能自己裝。Contractor必須是有保險的，還必須
把HOA保成附加被保險人。

執行行為規範：比如，單體住宅外部的裝飾，單元
的商業使用，垃圾和其他不雅環境的控制，街道停車的
要求，庭院植物的樹種和種植要求，庭院圍欄的設計要
求，寵物的種類和數量，以及其他在“契約，條件和限
制(CC&R)”中的要求等等。

五、不交物業費會怎樣？
如果不理會HOA的規定，HOA會寄發違規通知，說

明違規事項並限期改善；如果持續不予以理會的話，就會
進一步收到罰款通知、催繳通知。

無論是不繳交HOA管理月費，還是對于違規通知、罰
款不予以理會，HOA有權利放置留置權(Lien)在該屋的產
權紀錄上，在屋主改善/還清債務之前是不會被撤銷的。未
來屋主若要變賣此屋，依照法律規定HOA有優先受償的權
利。而如果欠款事態嚴重到了HOA要訴諸法律行動之時，
HOA甚至可以拍賣房子(Foreclose)。

在美國，收費是由業主協會的執行機構管委會進行的
，相對于中國的物業管理公司收費，管委會的權力是非常
之大的，拖欠物業管理費業主的違法成本也非常之高。

為了保障業主交納管理費的義務，美國各州法律一般

都規定，如某一業主欠繳管理費，從到期之日開始，便構
成業主協會對欠費業主房屋單元設定的不動產留置權。

業主協會所享有的留置權，就像貸款銀行所享有的抵
押權一樣，如果欠費業主經過一再催繳，仍拒絕繳納欠費
，業主協會有權取消被留置房屋的回贖權，並可按法律規
定的程序，強制拍賣欠費業主的房屋單元，並從售房款中
優先受償。

在美國有這樣一個案例，得克薩斯阿西裏訴班克期物
業小區協會案。案情是這樣的，因業主長期不交管理費，
業主協會將其房屋強制拍賣，以補交欠費。業主不服業主
協會的處理，而將業主協會訴至法院，其理由是業主協會
沒有事先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對其房屋單元設定不動產

留置權，因而無權拍賣其房屋
。法院駁回了該業主的訴訟請
求。

法院認為：“為設立物業
小區而在當地不動產登記機關
進行產權登記，並將設立物業
小區總協議書送當地不動產登
記機關備案的行為，就是對小
區房屋單元設定不動產留置權
的公示行為，業主協會對房屋

單元設立不動產留置權，無須再到當地的不動產登記機關
進行登記。

按照美國的司法判例，用于拍賣房屋的所得，除了支
付欠費外，還要支付利息、滯納金及小區業主協會因追討
欠費所支付的訴訟費及合理的律師費用。這裏需要說明的
是，美國拖欠物業管理費的現象絕對沒有國內普遍，所有
通過拍賣或訴訟方式追討也很少。

執行行為規範：比如，單體住宅外部的裝飾，單元的
商業使用，垃圾和其他不雅環境的控制，街道停車的要求
，庭院植物的樹種和種植要求，庭院圍欄的設計要求，寵
物的種類和數量，以及其他在“契約，條件和限制(CC&R)
”中的要求等等。（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Mandy

有時總會聽到賣家抱怨怎麼房子
放了一年都沒賣掉，隔壁鄰居一上市
不到一星期就進Escrow，很多時候是
因為賣家沒有選對賣方經紀人。

選擇賣房經紀人是一個重要的決
定。與買房經紀人不同，賣房經紀人
會與你簽訂固期協議，並且由對方單
方面負責將你的房屋在最短的時間內
以最高的金額售出。

下面是為大家選擇賣房經紀人提
供的一些建議，同時也為第一次賣房
的房主指出一些要慎重考慮的地方。

最好選擇本地經紀人
專業的本地賣房經紀人深諳各個

市場的複雜性及其運作規則。這也意
味著他們瞭解其他經紀人，並且可以

利用這些資源來幫
助你。賣房經紀人
的本地經驗如何極
大地影響了你的房
屋能否快速出售，
或是交易失敗，甚
至拖沓數月。

經驗
經驗十分重要

。那些在你的城鎮
或你房屋臨近地區
售賣出更多房產的
經紀人是很容易查

到的。而且，相比缺乏經驗的經紀人
，這些資深經紀人顯然更適合售賣你
的房屋。

為什麼？他們瞭解許多近期交易
的內幕。他們知道哪些經紀人在與真
正的買家合作，哪些經紀人應該避開
。

根據經驗，資深經紀人可以知道
市場上最搶手的房屋有哪些的特點，
采用什麼樣的裝潢。他們知道哪種房
屋會大受歡迎，而哪種無人問津。他
們的這些知識儲備將為你帶來額外增
值。

脾氣相投
你需要找一個誠實可信、有職業

操守且易于溝通的經紀人。有時，交
易業績最好的經紀人不一定是最適合
你的。

你要花大量的時間與這個人“並
肩作戰”，可能是6個月，甚至長達
1年。你必須信任你的經紀人，而他
們對外也要能夠贏得他人的信任。這
個經紀人將代表你和你的利益去面對
其他人，而你要對經紀人能有效地為
你服務這一點深信不疑。

需注意：
有時房屋賣家需要和經紀人確認

諸如“看房時你會到場嗎？”或是
“我平時是隨時跟你聯繫，還是你的
助理？”之類的問題。如果你想或需
要經紀人親力親為，請立即告知對方
，並將此納入挑選經紀人的選擇條件
。

有些情況下，業務繁忙的經紀人
不會親自處理一些看房的事宜或是隨
時給賣家反饋。他們有自己的系統和
相關人員來運作業務。而不太忙的經
紀人可能是同一時間只選擇與幾位客
戶合作。相比前者，這一類的經紀人
在售房過程中參與地更多，也能夠和
客戶有更多即時的溝通。你需要明確
自己需求和期待，不要在這些問題上
退而求其次。（文章來源：美房吧，
meifang8kefu）

如何選擇適合您的賣方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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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古称彭城，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西楚霸王项
羽曾以彭城为都，汉高祖刘邦的故乡也在这里。公元前201年，
刘邦废楚王韩信，封少弟刘交为楚王，于彭城建都。西汉时
期，先后历十二代楚王，东汉时期，历一代楚王、五代彭城
王。徐州地区分布着多座汉代诸侯王陵墓，这些王陵出土的大
批珍贵文物收藏在徐州博物馆。

徐州博物馆由陈列楼、西汉采石场遗址、土山东汉王陵
墓、清乾隆行宫四部分组成，基本陈列包括“古彭千秋”“大汉
气象”“天工汉玉”“汉家烟火”“俑秀凝华”“金戈铁马”等，
全面展示了徐州丰富璀璨的历史文化，尤以汉文化为鲜明特色。

金玉奇珍

徐州博物馆许多闻名遐迩的珍藏来自狮子山楚王墓，据研
究，墓主人或为第二代楚王刘郢 （客）。整个陵墓规模较大，包
括狮子山、羊鬼山、绣球山3座山峰，除楚王和王后墓外，还分
布着数量众多的陪葬坑、陪葬墓、陵寝建筑遗址等。楚王的墓
葬位于狮子山，虽然在古代已被盗掘，仍出土文物近 2000 件

（套），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金缕玉衣。
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的殓尸用具，用金属丝

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又名“玉柙”“玉匣”。已出土的玉衣
资料显示，西汉诸侯王、列侯的玉衣多数是金缕，也有使用银
缕、铜缕和丝缕者。东汉时期则表现出较为严格的等级差别，
从考古发掘来看，东汉诸侯王、列侯没有使用金缕玉衣的，都
是用银缕、铜缕或鎏金铜缕，与《后汉书》中相关记载吻合。

狮子山楚王墓金缕玉衣出土时严重散乱，曾被盗墓者从棺
室中拖至塞石上，抽走金丝。出土的玉衣片共有4000余片，玉
质温润，表面经过打磨抛光；尺寸都比较小，最大的不足9平方
厘米，最小的还不到 1 平方厘米，有的厚度仅 1 毫米；形状多
样，有正方形、长方形、半月形、三角形等。2001年，徐州博
物馆对金缕玉衣进行修复。修复后的玉衣由头罩、前胸、后
背、左右袖筒、左右裤管等十余部件组成，玉片总数 4248 片，
穿缀玉片用的金丝重1576克。这件金缕玉衣是国内出土年代最
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精的玉衣。

除了玉衣，狮子山还出土了多种精美玉器，有玉戈、玉
璧、玉佩、玉璜、玉卮、玉杯、玉带钩等，体现了汉代高超的
制玉工艺。展柜里一件龙形玉佩颇为吸睛。它以和田玉雕琢而
成，莹润光洁。龙蜷曲呈S形，张须露齿，双目圆睁，鬣毛向两
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绞丝纹，前肢曲折，龙尾上卷并
平削，通体饰勾连涡纹。这件玉龙继承了战国玉龙的雕琢风
格，与安徽长丰杨公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玉龙风格非常接
近，类似的玉龙还在广州南越王墓中有发现。这种S形玉龙多见
于西汉早期王侯墓，这一时期的玉龙着重表现龙的力量和气
势，不同于西汉中期以后突出表现龙的温顺、静谧的艺术风格。

金带扣也是徐州博物馆颇负盛名的珍品。楚王墓外墓道西
侧出土了两条形式相同的金扣嵌贝腰带，腰带两端为纯金带
扣，中间为丝带编缀3排海贝组成的带体，海贝中夹缀了数朵金
片制成的花饰。两副带扣厚度和重量不同，尺寸和纹饰基本相
同。眼前这副金带扣由两块长方形金带板和一枚金扣舌组成。
带板正面浅浮雕猛兽咬斗图，动物形象雄健有力，周边为勾喙
鸟首纹。四周凸起边框，中部有两个横向双环钮，每块带板内
下角各有一个略近三角形的小孔，以便扣舌穿入。扣舌形状似
鸟舌，后部有穿孔。

金扣腰带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常用的带具，由于其华贵精
美，为汉代贵族所推崇。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金带扣是目前所见
汉代最华美、系结方式最先进的带扣，虽然纹饰主题是草原猛兽
搏斗，但从铸造工艺、系结方式来看，应为中原制品。

陶俑百态

汉代非常流行陪葬陶俑，徐州出土汉代陶俑 6000 件以上，

是两汉时期除都城长安以外发现陶俑数量最多的地区。徐州博
物馆藏有大量汉代陶俑，其中不乏国内少见的精品，它们种类
丰富，形态活泼，反映了当时的宫廷生活。

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绘执兵陶俑151件，色彩明艳，服饰细
节生动，极大地丰富了汉代早期服饰资料。展柜里陈列着4件戴
帽执兵陶俑，头戴酱紫色帽，身穿二重右衽曲裾深衣和肥袴，
面部细眉长目，留有不同样式的八字胡，神态各异。胸前佩长
剑或环手刀，腰间束带并悬挂组带和绶带，双手半握拳执兵
器。部分俑的绶带所系长方形物上有“郎中”二字。郎中即廊中，
廊指宫廷之廊，据此推断，这批彩绘俑应是楚王的宿卫侍从。

另一组彩绘背箭箙陶俑也来自北洞山楚王墓。此类俑共出
土64件，均戴帽，身佩长剑，背负箭箙。箭箙通过腋下和左肩
的三根带子固定，系结于胸前，便于背负和奔跑。陶俑双手半
握拳于腰两侧，左手略高于右手，掌心向下，作持物状，可能
是双手持弓。一些陶俑右胯绶带上亦有墨书“郎中”或“中
郎”字样。

身姿曼妙，长袖飞舞，展厅中一组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彩
绘舞俑令人驻足。曲裾衣陶舞俑身着右衽曳地长袍，上体前
倾，左臂自然垂于体侧，右臂高高上举，长长的衣袖如瀑布般
垂落。绕襟衣陶舞俑面容清秀，身体随着舞步变化呈现出S形，
双臂上举，左右上臂前后各刻有一个“五”字，衣袖从空中甩
向身后，动感十足。从造型上看，舞俑跳的应是当时盛行的长
袖折腰楚舞。北洞山楚王墓也出土了20件类似的舞俑，手臂弯
肘处也刻有“五”字，笔画内填红彩。这样的绕襟衣陶舞俑在
其他地区未见出土，是了解西汉早期舞蹈样式的重要实物资
料。除了翩跹动人的舞俑，还有抚瑟俑、击磐俑、吹奏俑等神
态逼真的乐俑，再现了楚王宫中鸾歌凤舞的景象。

土山探秘

徐州博物馆北侧有一座土山，包含3座东汉墓葬。其中一号
墓规模较小，三号墓可能为废弃墓。二号墓从 1977 年发现到
2020 年发掘完成，历时 40 余年，被评为“2020 年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

土山二号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主人为东汉楚王或彭
城王，具体身份仍有争议。墓上有高约16米、底部直径近百米
的圆形封土。记者在现场看到，二号墓采用室内揭盖式发掘，
自上而下把墓室上面的土石逐层清理掉，直至揭露到墓室底部。

据史籍记载，元代贾胡曾在土山上建一草庐，用20年时间
盗掘此墓。徐州博物馆考古部主任耿建军告诉记者，考古发掘
所见与史料记载的盗墓情况基本相符，盗洞位于墓葬封土的西
北角，洞中清理出玉衣残片、漆木器、铜器等，墓室中的陪葬
品也被移位。

土山二号墓封土内发现封泥4500余枚，主要是西汉楚国官
印封泥，还有私印封泥及无印封泥。数量巨大的西汉封泥从何
而来，又为何出现在东汉王陵中？耿建军推测，或许是楚宫废
弃物堆积在泥土中，后被挖来作为王陵封土。

墓室由耳室、甬道、前室、后室、回廊构成，按照功能区
分放置不同的陪葬品，共出土陶器、玉石器、铜铁器等文物350
余件。后室为棺室，中间为石砌棺床，东西并列两具漆木套
棺，同时还出土银缕玉衣和鎏金铜缕玉衣残片，结合人骨鉴定
的结果，可确定为夫妻合葬。东回廊内葬一人，使用单层梓木
漆棺。考古队员在棺内发现一簇形如莲子、大小均匀的蓝绿色
椭圆琉璃珠，大约 76枚，后确认为早期的围棋。前室放置 2件
四足石案，其中一件石案上覆盖绢类丝织物，上有纵横各17道
墨线，同时还发现了 88 枚椭圆形黄铜珠，应为围棋盘和围棋
子。黄铜棋子与琉璃棋子形制大小相同，印证了汉代对弈双方
是以棋子的质地和颜色来区分。

“未来这里将建成考古博物馆，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考古发掘
现场，还会加入一些与考古相关的公共教育课程。”徐州博物馆
馆长李晓军告诉记者，“今年，徐州博物馆将对一些展厅进行升
级改造，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和参观体验。此外，还将在2020年
成立‘淮海经济区博物馆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苏鲁豫
皖4省10市博物馆协同发展，推出一批学术与科研成果。”

① ②

徐州博物馆

悠悠楚王地 彭城寻汉韵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图①：西汉绕襟衣陶舞俑。
图②：西汉“刘注”银印。
图③：西汉金带扣。

徐州博物馆供图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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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露天广场成了大型焚尸现场，恒河里

漂着尸体，医院门口不时有倒下的病人，空气中

都是绝望和死亡的味道。

这就是印度的真实现状。

床位紧缺，氧气紧缺，让原本就肆虐的疫情

更加雪上加霜。5月10日，印度的鲁亚政府医院

，因为替换的氧气瓶晚到了5分钟，就有至少8

名新冠肺炎患者缺氧死亡。

随着卫生基础设施的崩溃，活着的人们展开

了自救，希望“信仰”可以拯救他们。北方邦有

村民组织了为期九天的仪式，捧着装满水和花的

罐子，一天两次，行走祷告。他们相信，这样做

可以让自己免受病毒侵害。

在更多地区，人们只是简单粗暴地把牛粪涂

抹在身上，时不时饮用牛尿。对他们来说，牛粪

仿佛一个结界，把他们隔离在了病毒之外。

早在1月份的时候，察觉苗头不对，就有很

多在印度的中国人及时回到了祖国。

然而还有很多在印度的中国人，既无法融入

这样的文化，又不能逃离这悲惨的现实，在疫情

重压和文化冲突之下，更是难上加难。

君君三年前来到印度，在这边做服装生意。

因为印度刺绣都是手工完成的，这是一种稀

有的技术，原料纯天然，技术纯手工，虽然产品

很小众，却有一群忠实的客户。

疫情变得严重之后，君君听说有人闻到了空

气中有奇怪的味道，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当街焚

尸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就被证实。

等待焚烧的尸体太多了，为了提高效率，只

好几具尸体一起烧，然后每家分一点骨灰。

走在新德里大街上，焚尸的气味让君君特别

难过，死亡的气息就弥漫在空气中，挥之不去，

让她感到喘不过气。

但是即使情况这么严重，君君还是在工作，

直到听说有中国朋友去世，君君突然就感觉崩溃

了，马上停止了工作，闭门不出。

君君不是没想过回国做生意，但是国内的人

工已经非常高了，能做刺绣的工人，人均都要六

七千，但是在印度，一千块钱还有人抢着做。

印度的人均收入太低了，工厂上班的普通工

人，正常就是八百多，一千多算多的。清洁工更

低，只有五六百。

这样巨大的成本优势，是无数像君君一样的

生意人，选择留在印度的重要原因。

然而享受低成本的同时，君君也不得不忍受

各种不方便。

10天10夜建成火神山医院，这样的奇迹，

只可能出现在中国。印度曾经想要挑战中国的壮

举，试图建造印度版的“火神山”，连续两次都

失败了。

印度曾经宣称，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成功增

加了6000多张床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

改造了2万个旧车厢，把原有的硬座改造成了卧

铺，原有的卧铺直接换一床被子。就这样，一天

造出了一个“火车医院”。

狭小的空间让各种医疗器械无处安放，病人

只是多了个躺着的地方，却无法接受有效治疗。

而我们的雷神山医院，1600个床位货真价实

，划分了两个单人单间的重症病区，三个亚重症

病区和27个普通病区都是双人间。

6000多个床位不能好好利用，莫迪政府不甘

心，又在4月16号招标，直到4月26号招标完成

。用了一个“建造火神山”的时间，终于完成了

招标工作，原本4月28号可以开工了，结果莫迪

政府又反悔了，觉得7000万卢布太高了，想要

压低价格。

中标商肯定不愿意，于是双方又开始了一场

拉锯战。直到今天，整整一年过去了，依然没开

始动工，彻底成了没人愿意收拾的烂摊子。印度

每天的确诊人数，却在不断飙升飙升。

作为滞留在印度的中国人，君君他们只能自

求多福。直到最近， 她变得连新闻都不敢看，

完全封闭了自己，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每天都很

抑郁。

君君的家人很担心她，每天都通电话确认她

还活着。她也只能每天锁在家里，等着合适的飞

机，马上飞回国。

小林在印度的一个贸易公司，在印度北方邦

的首府勒克瑙。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像勒克瑙这种相当于中

国省会的城市，各方面条件应该都不会太差。

然而在汪洋的印象里，当地公立医院给人的

直观感受，“不如国内的乡镇卫生院”，反而私

立医院“相当于国内县医院的水平”。

小林所在的70多人的公司，已经有7人确诊

，其中一位同事，出现发热腹痛、浑身酸软、失

去嗅觉等症状后，因为没有床位，不得不拿药回

家静养。这位年轻人属于印度高种姓的富人，可

惜现在的形势下，有钱也住不进医院。

印度严重的疫情，不仅拖累了本国的经济复

苏，还影响了全球多个行业的供应链。如果疫情

持续恶化，那全球的海运、纺织、金融、医药等

行业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全球服务于远洋船舶上的海员大约有160万

人，其中24万是印度人。印度海员很多都在重

要的技术岗位，印度海员的大量短缺，让全球的

海上贸易都受影响。

疫情之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疫苗工厂”

。全球在售疫苗中，超过60%都是由印度生产，

然而目前，印度本国仅有2%的人口完成了疫苗

接种。

印度血清研究所是全球最大的疫苗制造商之

一，目前形势下，印度政府和血清研究所只能优

先为本国公民提供疫苗。在美国禁止疫苗生产原

料出口之后，印度的疫苗产能也受到严重打击。

4月下旬，小林公司的一位印度高层，各种

托人找关系，终于搞到了两针疫苗。小林说，身

边几乎没有同事接种过疫苗，而小林的疫苗是在

春节回国的时候，在国内接种的。

除了已经确诊的病患，印度民间实际上还有

很多无症状感染者。虽然有牛粪护体，可是恐慌

的情绪，还是像新冠病毒一样，日益蔓延。

章婷婷是嫁到印度的中国媳妇。

与嫁到印度当小妾的厦门大学高材生郑墨沫

不同，章婷婷算是正妻。

章婷婷也是高材生，2013年考入了暨南大学

，在大二还担任了学生会会长。表现优异又小巧

秀气，张婷婷身边，从来都不缺少追求者，可她

偏偏爱上了一个印度人。

辛格这个姓氏，在印度是高种姓，仅次于婆

罗门的刹帝利。张婷婷的恋人正是这个姓氏。他

在印度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家人把他送到暨大

读金融系研究生。

二人在校期间，相识相恋。

校园恋情，原本是一段佳话，可是因为辛格

是印度人，张婷婷的父母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在

这一点上，张婷婷的父母与郑墨沫的父母一样，

都希望女儿能嫁给中国人，即便远嫁，只要在国

内，也总好过嫁到印度。

父母们可不会在乎什么高种姓，管你姓什么

，管你是不是贵族，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宝贝女儿

，嫁人之后不要吃苦。

可是印度是什么地方，女性几乎没什么尊严

。在一项全球性的调查报告中，《2018对女性最

危险的10个国家》，印度“荣登”榜首。

在号称“强奸之都”的新德里，每18小时

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是最不适宜女性居住的地

区。而且不要以为只有女生才会成为目标，小鲜

肉也一样是“高危人群”。

在印度，骂人最狠的话不是问候祖宗十八代

，而是，“你肯定会生个女

儿”。

只要看过《摔跤吧！爸

爸》，一定对电影里阿米尔

汗夫妇求子的情节印象深刻

。

在印度，能顺利出生的

女孩子，一般到七八岁，也

都“名花有主”了，她们的

父母几乎是从她们出生就开

始攒嫁妆，一个银壶、一床

被子，就这么一点点地攒起

来，为的就是女儿出嫁之后

，嫁妆多点，可以被夫家善

待。

还有更过分的婆家，在

婚后还会继续索要高额嫁妆

，拿不出来就要遭虐待。

就是这样的背景，稍微

有点常识的父母，都不会同

意女儿嫁到印度。

可惜儿大不由娘，章婷

婷相信自己找到了人生真爱

，义无反顾地嫁过去了。

爱情总是柔情蜜意，现

实更多却是一地鸡毛。普通

的婚姻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更不用说这文化

差异简直是鸿沟的跨国婚姻。

2020年初，国内疫情爆发，章婷婷是独生女

，因为担心父母，她赶回国内。这也是她外嫁三

年之后第一次回家。

到家就体会到了家里的好。不管当初爱得多

么天崩地裂，终究也是无法取代父母的爱。

在家住了将近一年，虽然舍不得父母，可是

章婷婷挂念在印度的孩子，最终还是买了一堆口

罩、酒精和常用药，启程回到了印度。

日渐严峻的疫情，让章婷婷越来越紧张。可

是公婆却不在意，他们既不相信疫苗，也不愿意

戴口罩。

很快，就到了印度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

洒红节。这个节日，可以说是印度的传统新年，

也是印度教的祈福节日。

印度疫情下的人们，如何度过这至暗时刻

在这个节日里，无论是否认识，人们都会互相抛

洒红粉、投掷有颜色的水球，以此表示对对方的

祝福，也有驱妖降魔的意思。

所谓“洒红”，并不是只有红色，而是七彩

斑斓的颜色。被抛到的洒红粉越多，意味着会得

到更多的好运。人们还会烧毁草和纸扎的传说人

像，祈求来年的健康平安。

这样的盛事，章婷婷的公婆自然不会错过。

老两口不光自己要参加，还要拉着儿子一家

三口参加，但是遭到了儿媳妇章婷婷的激烈反对

，这也成为章婷婷嫁过来之后，第一次最严重的

家庭冲突。

章婷婷不愿意让步，毕竟她在国内刚刚接受

了将近一年的疫情教育，国内的常态化疫情防控

成果有目共睹，不管任何人是否认可，成果就在

那里。

最后还是辛格出面调停，一家三口留在家里

，两位老人去了洒红节。

洒红节回来，印度很快就迎来了疫情的大规

模爆发，章婷婷的婆婆也不幸中招了。

孟买的大小医院全都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等

待床位和氧气的病人。很多严重的病患，等不及

床位和氧气，就先去世了。

章婷婷和辛格花了大价钱为婆婆搞到一个床

位，说是单人病房，可是挤了好几张床，多人病

房更是拥挤不堪，到处都是等待的病人。

不幸中的万幸，章婷婷的婆婆症状较轻，医

院建议回家保守治疗。与其在医院冒着交叉感染

的风险，确实不如在家隔离，保守治疗。

于是章婷婷和辛格就把老人接回了家，隔离

在了家里的顶层，请来了家庭医生。

章婷婷的婆婆逐渐好转，可大街外的露天焚

尸味道，却越来越重。

印度疫情下的人们，如何度过这至暗时刻

逃不开的困境，回不去的故乡，又有多少人像章

婷婷一样悔不当初呢？

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5月14日上午16点39

分，印度疫情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过了2404万

人，进入4月，疫情几乎是完全失控，在印度首

都新德里，每4分钟就会有1人死去。

专家预测，更大的暴发还在后面，而印度的

变异毒株，已经出现在了44个国家。印度需要

的，已经不止是氧气和疫苗。

印度疫情下的人们，如何度过这至暗时刻

郑墨沫和她的印度老公及原配

辛格 张婷婷



AA88星期一       2021年6月21日       Monday, June 21, 2021
休城工商

旅美女詩人小雨詩集旅美女詩人小雨詩集----
我住東八區我住東八區 你住西六區你住西六區

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 MAIONEMAIONE

我的溫開水

我在東八區，你在西六區
跨過大半個地球
錯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我們在空中
相遇
我說你是一杯溫開水
你說我是一團火焰

你若愛的淺，我就用文火將你煮沸
你若愛的深，我就用深愛守侯一生

你是我的一半，專門用來心疼
我是你的一半，專門用來發瘋

我住東八區，你住西六區
我用力穿透整個地球
奔向你

你的身體，我的靈魂
你的前世，我的今生
終於交匯

卻突然發現
原來

我是你的一半，專門用來救贖
你是我的一半，專門用來傷害

梵高和向日葵

你野蠻地擠進來
侵入那塊狹窄的土地
一點點霸占
一塊塊蠶食
然後
將野草連根拔起
揮起你的耙
耕耘

那是一片黑黝黝的沃土
一千年來無人問津
你灑下密密的種子
祈求上蒼降下甘霖
陽光 雨露 空氣
吸脹 破裂 萌發
終於
破土而出

第二片葉子成型那一刻
我一下子認出了你
原來我們從小就認識
在我童年的記憶裏
你是大片大片毛茸茸的葉
你是大朵大朵黃燦燦的花
奶奶家的院子裏沿著圍墻
站成林

當清晨第一縷陽光照射下來
你啟動碩大的頭顱
轉向太陽的方向
拼盡全力怒放
你裂開了大嘴巴
裏面是金色的牙
整整齊齊
密密麻麻

於是我乖乖投降
簽下租賃協議
割讓三分之一的土地
約定五百年的租期
唯一的條件是
你只能播種一種植物
就是你熱愛的向日葵
我親愛的
梵高

遊戲規則

德克薩斯的春天是那樣短暫
就像情人的誓言
轉瞬即逝

當漫長的夏季來臨
烈日烤焦了一切
包括你的柔情

如今
秋風起了
曾經的愛戀早已疏離

只是

我的小王子
下一次，請記得
一次只能愛一個

這是遊戲的規則
既然鐘情帶刺的野薔薇
就不要玷汙了純潔的白玫瑰
最後的狂歡

這是最後的狂歡
在青春逝去之前
你走進我的視線

可是

我的眼睛已經混濁
我的笑容不再純真
我的思緒無法集中
我疲憊不堪
我滿目瘡痍
我別無選擇
我落荒而逃

你說你相信一見鐘情
女人和酒是你的生命
舉起碩大的筆
揮毫潑墨的你
瀟灑自如
狂放不羈

終於

我意亂神迷
我情不自禁
可是
當我走近
我突然發現

你不是你
我的才子

花花世界裏浸淫太久
春暖花開
你正忍受著嚴重的花粉過敏
你想用愛的謊言粉飾欲望
我想用金錢來測試人性
我們成功的概率都幾乎為零

青蔥歲月裏
我們為愛癡狂
而立之年
我們已經遍體鱗傷
滾滾紅塵中
年逾不惑
卻依然妄想
用偷來的那幾顆罌粟
迷醉自己

北美洲古老的唐人街
最後的歡愛正在上演
而我分明看見
所有的結局已經寫好
當淚流幹
當墨潑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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