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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道鐘斯公司週二公佈的標
普凱斯-席勒房價指數顯示，五月全
美房價再度突破新高，同比漲幅創
下有統計以來的歷史新高。

標普凱斯-席勒全美房價指數
（S&P CoreLogic Case-Shiller Na-
tional Home Price index）在今年五
月同比上漲 16.6%，是該報告統計
30餘年來的最高同比漲幅。四月份
，該指數同比漲幅為14.8%. 和四月
相比，五月全美房價指數上漲了
2.1%.

大城市房價也在加速飆升。標
普凱斯-席勒發佈的十城房價指數
同比漲幅為16.4%，二十城房價指數
同比漲幅為17%. 這兩個指數的漲
幅都較此前一個月有所擴大。其中，
鳳凰城、聖地牙哥、西雅圖的房價在
五月同比漲幅最高，均超20%.

去年同期因看房活動受到疫情
隔離關停的影響，因此更能反應近
期房價趨勢的是環比漲幅，也就是
和此前一個月的房價對比。和四月

相比，五月十城房價指數上漲了
1.9%，二十城房價指數則上漲了
2.1%. 漲勢最猛的仍然是鳳凰城，環
比漲幅達3.7%，聖地牙哥和拉斯維
加斯環比漲幅達2.9%.

紐約市房價的環比漲幅最低，
為1.1%，這一幅度要高於四月漲幅。
另外紐約市房價的同比漲幅仍有
15.2%. 環比漲幅倒數第二的是波士
頓，為 1.4%，不及四月環比漲幅
2.5%. 不過波士頓房價同比漲幅也
有17.4%. 洛杉磯房價環比漲幅2.1%
，高出此前一個月的1.9%，同比漲幅
則為17%。

房產網站 Realtor.com 的經濟
學家表示，“進入八月，美國人的購
房需求和緊張的庫存仍將持續推高
房價。在未來幾個月，尤其是進入秋
天，住房庫存將持續增加，屆時將迎
來火熱的房產交易市場，顛覆以往
夏季火熱秋冬季放緩的趨勢。”

（文章來源：美房吧，
meifang8kefu）

經濟重啟租金飆漲經濟重啟租金飆漲 市場競價戰市場競價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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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保護資產想保護資產，，買房應該寫誰的名字買房應該寫誰的名字??

要從三個方面來考慮：資產能夠得到保護，稅收能夠
減少，傳承流暢，當然每個人的情況各不相同，需求也各
不一樣，但是總有一種名字會適合自己。

一般來說我們從三方面考慮：

01資產保護
對於一些高風險的職業以及考慮子女婚姻風險的人士

來說，資產保護尤為重要。比如你是醫生由於某些原因，
有人對你提出了訴訟，或者婚姻發生變化了等等。

02稅務減扣
產權名字的不同，產生的稅務問題也不同。在房產投

資方面，主要需要考慮所得稅（income tax），資本增值
稅(capital gain tax)和房產稅(property tax) 。在符合稅法規
定的前提下，合理降低稅務，是每個投資者必須追尋的。

03傳承流暢
房產投資以集聚房產的投資組合（property portfolio）

為工具，利用時間來致富,所以將來房產的傳承，能夠在傳
承過程中不引起額外的稅務問題和其他成本，是一個需要
考慮的問題。

在美國一般有4種形式：個人，聯名，公司，信託
（尤其是家庭信託，Family Trust）。個人就是一個人（in-
dividual），聯名就是幾個個人一起買，也稱partnership;
公司和信託則需要一定的費用，註冊成立。

個人名下房產
可以說大部分買房的人都是把房子買在個人的名下或

者聯名的名下。因為它簡單，成本低，而且太順理成章，
一切是那麼自然。

所有權
由於所有權是自己個人，則如果個人遇到任何訴訟，

比如房客在你房子裡受傷了訴訟你等，或者你的職業導致
你被訴訟，比如醫生等，則在你名下的所有的其他房產都
會暴露在這個訴訟之下，負有連帶責任。

控制權
買在個人名下，則控制權當然歸你個人，所以你自己

決定這個房子的買賣，租賃等事宜。
收益權
買在個人名下，則收益權歸個人。房子出租，則租金

減掉利息等成本之後的淨收入會歸入你個人的收入中報稅

。如果租賃淨收入是負的話，則可以減扣你
的個人收入，減少你的稅負。如果你把你的
投資房賣掉了，則增值的部分需要交納資本
增值稅。

傳 承
當你把所有權傳承給子女的時候，會涉

及遺產稅，綠卡和公民遺產稅免稅額是1158
萬美元，外國人則只有 6 萬，超出部分交
40%遺產稅。

聯名房產
在美國，房產聯名有兩種形式，一種是

joint tenancy，另外一種是 tenancyin com-
mon。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Joint tenancy中
的一方去世之後，產權會自動轉移給另外一

方;而tenancy in common則不是，一方去世了，則產權是
轉移給去世的一方的家人。所以一般夫妻或者家人關係會
用Joint tenancy，而非夫妻關係的合夥人則用tenancy in
common。

所有權
聯名名下的資產是分別在不同的兩個（或幾個）人名

字名下，所以資產分別也歸這些個人所有。個人如果遇到
法律問題，則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房產，沒有資產保護。所
有權的多少在產權上注明比例，所有權的行使分配就按照
這個比例。

控制權
如果是Joint Tenancy，一家人控制，商量著辦，比較

容易處理。Tenancy in common 則一般按照以出資比例確
定的產權股份比例來確定控制權，股份多的人說了算。

收益權
這個產權形式是按比例的，所以收益權也是按所有權

的比例來分配的。
傳 承
所有權的傳承和個人一樣。

家庭信託
信託有很多種，家庭信託是美國家庭常用的一種形式

。信託主要有三個重要的部分組成：一是trustee, 也就是信
託管理人或者是控制人。二是信託本身，trust。第三是收
益人，beneficiary。

所有權
買在信託下面的資產的所有權歸信託本

身，也就是說裡面的資產不歸個人，它不是
一個商業實體，也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經營實
體，不會接受任何法律訴訟，因此在它裡面
的資產會得到很好的保護。如果你個人受到
訴訟，則不可能追到裡面。如果你給你孩子
們住的房子在信託裡面，他的婚姻出現問題
了，這個資產將不會被分走。可以說在資產
保護方面，信託是最好的。

控制權
信託的控制人是 trustee, 也就是信託管

理人也稱控制人。信託管理控制人可以是個
人，也可以是公司。

收益權

在信託裡面的資產的收益歸信託本身，儘管信託需要
報稅，但信託不是稅務實體，沒有稅率。信託裡的收益只
是暫時在裡面，年終將會被分配給信託的受益人，但當受
益人從信託裡面獲得收入之後，加上受益人的其他收入，
需要一起按照個人所得稅的方法計稅。對於信託裡面有很
多房產和生意資產的人來說，信託是一個避稅的好工具。

傳 承
信託的整個運作和分配是由信託管理控制人來控制的

，所以只要把控制人更換就可以達到傳承的目的。由於房
產實際上是寫在信託控制人（Trustee）名字上的，因此，
如果Trustee是個人，則傳承會引起費用和麻煩。但是，如
果Trustee是公司的話，那情況就會非常簡單。你可以通過
更換公司董事的辦法，來更換公司控制人，從而達到控制
信託，傳承信託的目的。

信託是典型的三權分立的商業形式。對於資產保護和
高收益的合理避稅有較大的好處。

公司房產
有很多人把房子買在公司名下。
所有權
買在公司名下的房產歸公司所有，但是公司不同於個

人和聯名，它是法律意義上的實體。
控制權
公司名下的資產由公司來控制，所以如果你把房子買

在你自己的公司名下，那麼房子的任何事情還是由你來處
理和控制。

收益權
買在公司名下的房子所有的收益也歸公司所有。由於

公司是法律和稅收實體，有自己的稅率，房子的淨租金收
益，房子的資本增值收益，都是按照公司所得稅的稅率來
計稅。

傳 承
公司的傳承非常簡單，只要填一張表，更改股東和董

事就很容易解決。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種名字各有利弊。當你需

要付扣稅的時候，個人和聯名比較適合;當你注重資產保護
的時候，信託最好，公司次之;當你有大量收益並有子女可
以分享的時候，信託很適合。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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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row 用土話來說就是保證金。在美國房地產交易中
可能有 2 個地方涉及到 Escrow 的定義。

◆第一類就是房地產合同中的 Escrow 定義
◆第二類就是房地產貸款中的 Escrow 帳號的定義。
在第二個定義，我們統稱為 Escrow Account，土話來

說就是保證金帳號，這個帳號統稱是由金融系統來設置的
，包括有貸款公司，銀行等。

有關貸款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使用的保證金帳戶，
請參考：美國房地產交易中貸款的 Escrow Account 頁面中
的內容。

因為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是房地產合同中的 Escrow ，
其實就是針對的第一類，這類是你在於房地產經紀公司進
行交易和處理的時候需要涉及到的，不涉及第二類。

合同中 Escrow 定義
合同中 Escrow 的定義就是在房地產進行交易的是買

家需要存入的保證金。通常就是當合同在雙方都簽字後，
買家需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將一定金額存入到房地產經紀公
司。

這個房地產經紀公司可以是買家的房地產經紀公司，
也可以是賣家的房地產經紀公司。

一般來說為了方便都會存入賣家的房地產經紀公司，
以保障房地產銷售合同的正常執行。

保證金存多少
需要存的保證金在合同設立的時候就已經在合同中說

明了。
具體金額沒有約束，你可以存 100 美元，你也可以存

100 萬美元，這些都是沒有關係的。

一般來說會在 1000 美元到 1
萬美元之間。一般來說見過比較多
的都是 5000， 8000， 1 萬這種的
保證金，比較難看到超過 1 萬的。

其實這個保證金多少意義並不
是非常大，因為在合同執行後買家
以其他理由拿回去而不接受懲罰。

常見的理由就是貸款不能獲批
，房屋檢查出現了不可以接受的問
題，或者買家通過房屋檢查後不願
意繼續執行等等。

存多一點，最多表示在提交
Offer 的一種誠意罷了，以便於賣家
更加傾向選擇你的合同。

什麼時候存入
在合同雙方簽字生效後的 3 到 5 天。www.meifang8.

com
一般來說這個存入時間都會在合同中說明的，基本上

是 3 到 5 給到房地產經紀公司即可。
誰需要存保證金
在房地產合同中，一旦生效後，買家需要在指定的時

間內給出保證金。

保證金給誰
一般來說保證金都會由買家給到賣家的房地產經紀公

司。
但是這個也不是絕對的，買家也可以存到買家的房地

產經紀公司，這個都需要在合同中說明，由誰來獲得這筆
保證金。

這筆保證金一定是對公的存入，不會允許對私人的存
入或者轉帳。

資金方式

一般來說，這筆資金個人支票是可以接受的，電匯，
現金都是可以的。

為了方便來說，一般這筆保證金都會使用支票的方式
來進行支付。好處是雙方都會有個憑據，在獲得保證金的
房地產經紀公司，一般都會對存入的保證金支票進行掃描
後存入。

掃描後的電子版都會在雙方經紀公司備案，同時參與
交易的經紀人都應該會獲得這個支票的影本或者電子掃描
件。

保證金撤回
因為在房地產交易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任何問題。
因為某些問題導致交易無法進行的話，買家是可以獲

得保證金的撤回的。通常來說由買家的代理經紀人提出申
請，然後買方雙方在保證金撤回通知或者附件中簽字，在
持有保證金的公司可以簽發一張新的支票，將保證金撤回
給買方。

撤回的金額可能是全款，也有可能是在合同中約束的
，比如說買方需要補償賣方的一些成本後扣除的餘款。

詳細內容都應該在合同中說明。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房地產合同中的房地產合同中的 Escrow DepositEscrow Deposit
你瞭解嗎你瞭解嗎？？

美國買房的人士在增加，美國買房貸款居多，那麼美
國買房的房貸一般是多少年呢？希望下面的文章可以給點

幫助。出國人士可以密切關注或者點擊收藏，一起來看看
美國購房貸款一般是多少年？

最近幾年以來，對於中國人來講，要想在國內進行
購置房產，可能會承受巨大的經濟壓力，而且我們的房
價現在已經不是原來的高度，因此很多人都開始將自己
的目光轉向與我們隔了一個太平洋的美國，美國房產市
場的發展，最近幾年以來是越來越火熱，而且從長期投
資的角度來看，進入美國房產市場，投資是最佳的機會
。

美國的房價一直是趨於平穩，而且最近幾年以來，
美元區域編制具備財力的國內投資者，可以把美國房產
看作是獲利的工具，另外一個原因是全球其他同等水準
的城市，房價都遠遠在美國之上，對於投資者來講，在
進行投資之前，應該先來看一下，美國目前30年房貸利

率大概是多少呢？
美國的地理環境以及人口密度都是特別特殊的，如果

購買房產，金融杠杆和利率的使用，以30年房貸為例，美
國房貸利率2017年在3%左右，不是美國公民的話，大概
會在5%左右。

在具體的操作中，美國的每一個銀行貸款利率也是不
同的，對申請人的條件要求也是不一樣的，有的銀行利率
較高，但是辦理的手續要求比較低。

所以針對美國不同的地方要進行辦理，房貸利率也是
不一樣的。投資者在美國進行房產投資之前，除了要瞭解
美國的房貸利率之外，還要在申請貸款之前，多諮詢幾家
銀行，比較一下，選擇一家對適合自己的，這樣不僅可以
節省自己的資金，而且還能夠得到最好的保障。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美國購房貸款一般是多少年美國購房貸款一般是多少年

8月26日上午，曾经轰动一时的北大学子吴谢

宇弑母案一审公开宣判，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

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

死刑。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从人人称赞的北大才子，到弑母、骗财、生活

混乱的阶下囚，吴谢宇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一切都要从6年前的那个夏天说起。

由于父亲因病去世，悲观厌世的吴谢宇主观认

为母亲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意义，弑母是“帮母亲

解脱”，于是决定以爱之名行凶。他网购了作案工

具，趁着母亲回家换鞋的间隙，吴谢宇举起了哑铃

，一下下砸在母亲的脸上，直至母亲没了呼吸。

最令人胆寒的是，即使亲手杀了母亲，他也没

有丝毫慌乱，反而冷静得可怕。

他冷静地用床单、塑料膜等75层覆盖物包裹住

尸体，并用活性炭包、冰箱除味剂吸臭掩人耳目，

最后把尸体藏于床板下，又在房间内装上了大量的

摄像头用于随时查看情况。

处理完尸体后，他拿走母亲的手机，以母亲的

口吻用“去国外陪读”的理由从亲戚们处骗借到

144万，并以同样的理由写了一封辞职信替母亲辞

去工作。

就这样，真相被暂时掩埋，吴谢宇也仿佛人间

蒸发不见踪迹。

从杀害母亲到尸体被发现，竟然隔了半年之久

。

吴谢宇案令人震惊，但作为旁观者，还是应该

从这件案子中汲取一些教训，以避免同类型的悲剧

发生。

教育家李玫瑾曾说过：

“孩子的问题往往是成年人造就的，孩子的每

种心理或行为问题，一定和父母的行为有关，和父

母的教育方式有关。”

成年以后的悲剧，都可以从童年中找到根源。

父母过多的保护，毫无原则的妥协，过于沉重

的期望，终将成为毁掉孩子人生的利器。

“他还是个孩子”，是对一个孩子最毒的爱

杀人本就是罪不可恕，更何况是以残忍的方式

杀害生养自己的母亲。

吴谢宇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

重，可这次却有人站在了他的那一边。

早在判决结果出来之前，吴谢宇的爷爷、姑姑

就帮他请了两位律师，不过被吴谢宇拒绝了。

吴谢宇的姑父签下谅解书，表示：

“他不是故意的，希望能减轻对他的判决。”

吴谢宇被判死刑的判决结果一出，姑父和父亲

的朋友立刻表示了对判决结果的不满。

而吴母这边的亲属也选择了原谅。

吴父去世后，吴母含辛茹苦独自一个人抚养他

长大。

上学期间吴母几乎每天都要和儿子打很长时间

的电话，从今天上了什么课到天气怎么样，事无巨

细。

吴谢宇甚至有时会把自己一天遇到的各种小事

都记下来，再打电话和母亲细讲。

吴母一直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子，一切以孩子为

中心，自己不舍得买肉吃也得让孩子穿上名牌。

在吴谢宇准备弑母之前，还试探性地问过母亲

如果自己死了怎么办，母亲则回答：

“如果你死了，那我也不用活了。”

在母亲的眼里儿子就是自己的眼珠子，没有了

他，自己的生命也黯然失色。

可没想到，这居然一语成谶。

最近的热播剧《扫黑风暴》里有一个叫做孙兴

的涉黑犯罪人员角色，脾气喜怒无常，手段残忍，

以至于不少人都表示“看到他笑我就害怕”。

更可怕的是这正是由真实案例改编的。

他的原型是真实案例中的孙小果，因强奸罪、强

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

可谓是恶行累累，罪有应得。

原本应该在监狱服刑的他却在家人的帮助下多

次获得减刑，并改名换姓，继续为非作歹。

这样毫无原则的爱到了孙小果那里，就成了：

“无论我做什么，我妈都能搞定。”

强奸未成年女学生，用烟头烙烫对方的手臂，

逼迫其咬住大理石茶几用肘部击打，甚至还尿在对

方的脸上。

这一桩桩一件件罪行，他非但不以为耻，反而

越发嚣张。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最后，在要被执行死刑前，他才终于流下了悔

恨的眼泪。

而孙小果的母亲在因包庇罪入狱时，依旧说的

是：

“小孩子长大他就会懂事了”“作为母亲，不

会去考虑后果，只为孩子”“你说不疼他吧也不可

能，总是想让他受处罚能够轻一点”……

然而被过分骄纵溺爱的孩子根本就长不大。

父母亲人对孩子过度的爱，是毁掉孩子整个人

生的催化剂。

当父母的爱越过边界，不分是非地纵容孩子，

那就不是爱，是害。

不教会孩子是非黑白，孩子的人生归途终究会

是黑暗的。

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仅仅要陪伴照

顾，也要有远见，懂原则地爱孩子。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你有多限制孩子，孩子就有多想放纵

直至今日，几乎所有认识吴谢宇的人都表示震

惊，因为在他们眼中吴谢宇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

生、听话懂事的好孩子、乐于助人的好同学。

吴谢宇的老师曾表示：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似乎没有缺点。”

而他的同学表示：

“他已经不是‘学霸’了，已经是‘学神’一

样的存在。”

吴谢宇初中就获得全国应用物理知识竞赛福州

赛区三等奖，并且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福州一中

，高二又获得了“三牧之星”奖学金，高三通过自

主招生直接成为北大学子。

即使在人才云集的北大，他也是耀眼的存在：

大一获得“三好学生”，大二获得廖凯原奖学金

……

直到成为了杀母凶手。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杀人潜逃后，他彻底放飞了自己。

模仿母亲的口吻和亲戚朋友借钱，在赌博机前

连续消费几十万，购置假身份证件，在酒吧做男模

陪酒，私生活混乱……

从天才到罪犯，吴谢宇彻底地揭下自己的“完

美”面具，露出了另一种面目。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据吴谢宇前女友回忆，吴母很爱控制吴谢宇的

生活，以至于人前的吴谢宇总是表现得对母亲言听

计从，人后却会和前女友吐槽内心的压抑。

吴父去世后，吴母曾多次拒绝吴父同事们的慰

问金，吴谢宇本人也多次拒绝北大贫困补助金，但

当他杀害母亲之后又通过各种方式拿到了这笔慰问

金。

杀害母亲后他还和自己的前女友提出分手，理

由是：

“我爱你，但是我无法征服你。”

征服和控制已经是他生活的主旋律。

有心理工作者分析，其在杀害母亲之后布置很

多摄像头监视，不仅仅是为了看犯罪现场，更是一

种反控制的报复，是找寻精神上的“弥补”。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纪伯伦在《先知•论孩子》中曾说：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

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

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生活中控制欲过强的父母，喜欢用自己的方式

控制孩子，不断修正孩子要走的路，想要把自己得

不到的都给孩子，想要把自己走过的弯路都让孩子

避开。

以爱之名忽略孩子的真实需求，强塞给孩子自

己认为好的东西。

以为给了孩子一切，却唯独忘记了孩子也是一

个独立的人，需要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有自由成长

的空间。

总有一天他要独立面对外界的风雨，担起家庭

的责任。

我们应该适当地引领孩子走正确的路，做自己

的选择。

父母对孩子真正的爱，是一场恰到好处的退出

。

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也是我们能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允许孩子平凡，才是父母的不凡

作为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吴谢宇一直活

在母亲和亲属们的期待中。

邻居说：

“这是一个能够高度自律的孩子，不用人管，

就能自己学习。”

在外人面前，他们还是“母慈子孝”的典范，

旁人经常看到吴谢宇帮母亲拎东西，也为母亲是历

史老师感到自豪。

然而吴谢宇的前女友描述：

“吴母善于泼别人冷水，会把自己最不堪的一

面展现给儿子。”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还时常会给孩子灌输“儿子大富大贵，自己跟

着享福”的思想，把自己的未来牢牢地和吴谢宇捆

绑在一起。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

，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心理学家武志红说：

“要求孩子按照你的想法来，对孩子是一种侵

略甚至毁灭。”

我们总是觉自己的孩子不一样，他的未来必须

前程似锦，人生必定不同凡响。

其实，为人父母的都应该好好问问孩子，他想

要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

从北大学霸到弑母凶手，完美孩子怎么就成了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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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住用房 (Primary Residence or Main Home) 在
美國稅法的定義是指個人在全年的主要居住所在地，個人
稅單地址及個人首次住宅貸款的所在地。個人主要居所規
定納稅人在同一時間段以內只能擁有一個居住地點。

如果同一時間段內有多個居所，則需要通過一系列測
試來判定哪個地址為個人主要自住地點。（包括個人駕照
地址，稅單地址，選民卡地址，是否靠近工作所在地，銀
行所得地，家庭其他成員居住地，參與社團宗教等所在地
綜合考慮)(同時，對于個人自住用房稅法規定可以將其出租
不超過兩周的時間而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出租房屋(Rental Property)的定義是房屋主要用于對外
出租，收取租金收入。個人在出租房屋內居住通常不得超
過14天或者全年出租天數的10%. 如果自住超過上述天數的
話，將不會被認定為出租房屋，這意味著房屋的相關費用
不能全額抵減收入，出租房屋將被視同為個人度假房屋來
處理(Vacation home)。

個人自住房屋改稱出租房屋以後，意味著稅務上面的
重大變化。對于自住而言，在購買時以下費用可以抵稅：

房地產稅

房屋貸款利息及點數
貸款保險金 對于過戶的相關律師費，房檢費，財產轉

讓稅(Transfer tax)等Closing costs可以計入購買成本,將來出
售時降低資本利得。

在處置自住用房時，如果滿足過去5年累計住滿2年，
可以享受個人25萬美元，夫妻雙方50萬美元資本利得抵減
額。該條款可以反復利用但是要注意每兩年中只能使用一
次。對于投資出租用房而言，雖然不能享受上述優惠，但
是美國稅法有一個特別的1031財產置換條款。

該條款規定處置投資用房時，只要滿足在45天內鎖定
新房源，6個月內完成交割的話，原投資用房處置的資本
利得可遞延到新房產上面。該條款可以反復應用無限次數

。同時，財產置換條款允許同時鎖
定三個房源，不超過房產原值200%
即可。

自住用房的地產稅、貸款利息
、貸款保險等可以抵減收入並在
Form1040 Schedule A 中體現，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新總統特拉普出
臺的新稅法規定，自2018年 1月 1日
起，自住用房的地產稅和州稅抵扣
上限為$10,000美元，貸款利息超過
$750,000本金的部分將不能抵扣。而
對于出租房產而言，特朗普新稅法
沒有任何變化，這也是對于出租房
屋者的利好。

對于出租房屋而言，全部租金
收入需要申報，同時，出租房屋產
生的各項稅費以及折舊費用等均可
以沖減收入並在 Form 1040 Sched-
ule E體現。

具體來講以下方面可以抵減收
入：

折扣費用，一般住宅按照27.5年折扣，商用地產按照
39年折舊。

貸款利息及貸款點數。如果房產有銀行貸款利息支出
的話，那麼是可以全額遞減收入的，為了貸款低利率而額
外付出的點數費用同樣可以抵減收入。

房屋保險金。房屋相關的任何保險支出都可以全額抵
扣收入。包括房屋保險，貸款保險，水災火災保險等等。

房產稅。房產稅一般為房屋價值的1%-3%左右不等，
房產稅金支出可以沖減收入。

房屋維修費用。比如修理門窗，水管，地板，家用電
器，門鎖，車庫門等等。

為打理房產出租而產生的必要差旅費用，比如火車地
鐵機票等等。

水費電費等，如果租戶自己不負擔稅費電費煤氣等支
出的情況下，房主可以在自己的稅單裏面抵減收入。

如果房主以出租房產為生且在家辦公的話，辦公的租
金支出或折舊支出也可以考慮抵減租金收入部分。

廣告費用。例如在報刊雜志社交媒
體平臺等媒介產生租房廣告支出的話，
這些費用均可以沖減房租收入。

如果僱佣專業公司或個人協助自己
打理租房事宜，那麼付給專業機構或個
人或其他第三方服務人員的支出可以抵
減收入。

法律支出。如果聘請律師起草租房
協議，或者其他律師專業服務產生費用
，相關法律及會計師等第三方服務機構
或個人費用可以沖減收入。

意外損失及失竊等。如果房屋產生

任何意外比如颶風，地震，失竊等不利事件，那麼相關損
失扣除保險機構理賠的部分外可以抵減房租收入。

如果房主聘請中介機構支付佣金等，那麼佣金費用可
以沖減收入。

最後，總的原則是針對房屋出租產生所有必要的支出
都是可以在租金收入裏面抵減的，但是需要準備好相應支
出憑證以備將來稅務局可能的檢查。

在處置方面，需要注意房產持有時間不同處置時稅率
也不同。具體來講，如果自住房產持有時間少于一年，那
麼適用短期資本利得稅。短期資本利得稅從10%到37%不
等，根據個人收入及家庭狀況不同稅率不同。

如果持有時間超過一年，那麼適用長期資本利得稅，
稅率15%, 對于低收入家庭而言，長期資本利得稅為零。如
果是高收入家庭，資本利得稅為20%。此外，針對部分高
收入家庭，聯邦政府還會額外徵收3.8% Net Investment In-
come Tax 淨投資收入稅。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I/房地產專日/210908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在美國自住屋改出租屋的話在美國自住屋改出租屋的話
報稅會有哪些變化呢報稅會有哪些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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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可以說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過程也極其複雜，會
遇到各種各樣的變故，不可能按照事先的計劃進行，經常
會讓購房者頭痛。

美國媒體近日刊登的“在美國買房遇麻煩怎麼辦訣竅
全在這裏”一文，總結了購買住房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典型
問題，對于有意購房者或許有所借鑒。

信用評分低于預期

現在在美國獲得抵押貸款變得越來越容易，但還需要
至少760的信用評分，才能獲得最優惠的利率。

如何處理：如果分數過低，低于預期很多，有可能是
信用報告出現錯誤，或者身份被盜。可以到網站annual-
creditreport.com查看。

抵押貸款申請被拒
即使有了良好的信用評分，但如果放款人看不到貸款

申請者有良好的債務與收入比率，或銀行帳戶文件，也可
能會讓他們拒絕貸款申請。

如何處理：提前準備必要的文件，同時可以多選擇幾
個貸款人。如果這樣仍然被拒，可能需要花費一些時間修
覆信用評分，或另尋價格較低的房屋。

與家人關係緊張
據最近Lending Home的調查顯示，在購房過程中，

有3/5的千禧一代和X世代（1966-1980年出生的人）與另
一半因意見不合，產生摩擦。

如果要避免因購房給家人帶來的壓力使家庭關係緊張
。最好能在開始找房子之前，就對關鍵問題進行詳細討論
，並切記夫妻要齊心協力，家庭和睦最重要。

找不到喜歡的房子
目前美國住房銷售迅速，對于那些要買過渡房或準備

立即搬入的購房者，購房較困難。
如何處理：最好不要操之過急，有時等待好過後悔。

可以儘量多找房源，並事先做好房貸預批，以便在看到喜
歡的房子時能及時提供貸款。

在出價時失利
在庫存緊張的情況下，一個性價比不錯的住宅往

往會引來多個買家。
如何處理：儘量不要被情緒引導，做出不理智的

消費。提前做好預算，並瞭解其中的浮動空間，同時堅守
這個價錢。

抵押貸款文書難以完成

即使已獲得預先批准，貸方在整個過程中還會要求提
供更多的文件和其他材料。

如何處理：提前準備，以便快速提供所需文件。同時
要為貸款人提出的另外要求做好情緒準備。

更多情況

產權不清
如果某房產有留置權，或賣方以外的其他人提出擁有

所有權時，可以直接與產權代理人溝通，瞭解如何解決出
現的問題。同時最好購買產權保險，以涵蓋產權代理人錯
過的問題。

賣家要退出
有時賣家會在感情上難以割捨居住了很久的房子，或

者想賣更高的價錢，因此改變主意。對于這一
點，各州法、律不盡相同，但在大多數州，作
為買方沒有太多的追索權。但賣方通常需要支
付購房者與交易相關的所有費用或其他費用。

抵押貸款利率上漲
如果貸款期間利率上升，就意味著每月需

要多付出還款數額。
對于這點，大多數貸款人向借款人提供

30天的免費鎖定。如果你認為某一利率比較
合理，最好鎖定它以防止發生變化。

銀行改主意
按揭批准是根據購房者在申請時提供的信

息。在提交申請之後和結束之前，如果購房者
信用評分或工作情況發生變化，銀行可能會毀
約。

建議購房者獲得預先批准後，不要開任何
新的信用賬戶，並告知貸款人任何潛在的工作

變更。

檢查過程中發現問題
每次房屋檢查都會發現一些問題，但如果出現維修成

本很高的，或以前未發現的問題，例如基礎或屋頂的問題
，會令人不安。

如何處理：與賣家重新談判，考慮是否願意降低價格
，以便可以根據購房者的承受範圍進行修繕，或者自己動
手可以解決的問題。如果對于這些關鍵問題，雙方無法達
成妥協，就要權衡好利弊。

驗房不順利
在最後對房屋進行驗收時，可以通過檢查瞭解到此前

提出的問題是否都已解決。所以，最好儘早安排最後的驗
房，以確保有時間處理任何潛在的問題。因有時會發現新
的問題，或發現談妥的修復不符合要求，儘早驗房，可以
及時處理。入住後發現新問題

大多數州都有法律規定買方“按原樣”接受財產。除
非賣家是有意欺騙，否則房屋的任何問題都需要購房者自
己負責。

因此，建議購房者在購房前需要仔細閱讀檢查文件。
同時考慮購買房屋保修險，它可以保證在居住的第一年或
兩年內進行一些維修的花費。如果能建立一個緊急基金就
更好了，在房子萬一出現問題時，可以撥出資金來支付需
要解決的意外維護問題。萬一出現問題時，可以撥出資金
來支付需要解決的意外維護問題。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I/房地產專日/210908D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買房遇到麻煩怎麼辦美國買房遇到麻煩怎麼辦？？
訣竅全在這裏訣竅全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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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服贸会，明年再见面！
本报记者 徐佩玉

9月 3日，一名参
会人员在服贸会中国
银行展台体验数字人
民币消费。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9月 5日，参观者在服

贸会综合展区体验智能自助

健康体检小屋。

本报记者 伊 霄摄 ◀服贸会美团展台，观众正在

体验VR共享单车。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9月 3日，在首钢园展区文

旅服务展馆，观众感受智慧文旅

科技体验终端，通过VR眼镜等设

备欣赏京城美景。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2021 年 中 国 国
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
9 月 7 日在北京落下
帷幕。

服务贸易是中国
外贸发展的新引擎，
是深化对外开放的新
动力。本届服贸会以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
促进发展”为主题，
聚焦数字服务贸易新
趋势，吸引了全世界
的目光。

6 天时间里，全
球企业相聚北京、相
会云端，共商合作、
拓展商机。本届服贸
会圆满结束，但其影
响“永不落幕”。

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显

能将《清明上河图》放大40倍到
每一个人物表情都依稀可见的数字故
宫，能代替人工在建筑工地 24小时
巡检的机器狗、能配送快递的无人
机及配套智能快递柜……在今年服
贸会首次设置的数字服务专区里，
一个个聚焦于更好服务日常生活的
数字化新产品令人印象深刻，未来感
扑面而来。

“数字”是本次服贸会的关键词，也
是今后贸易发展的潜力所在。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进
一步加快。2020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
的服务贸易额同比增长8.4%。据世界
贸易组织预计，到2030年，数字技术将
促进全球贸易量每年增长1.8至2个百
分点。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司长陈春江表示，数字贸易对减少
服务贸易总体逆差、提升服务贸易
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在成为
全球贸易的新形态、未来贸易的新
引擎。

近年来，从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到全国版跨境服务
贸易负面清单，从国家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到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示范区……一系列对外开放新
举措，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开拓了
空间。

“服贸会是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
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展会和
交易平台。此次服贸会为企业提供
了展示自己产品和服务的良好平
台，促进了不同企业间的交流和沟
通，也帮助我们更加明确未来的发
展方向。”美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美团将持续深耕数字生活服务领
域，助力城市生活服务更加便利，
促进释放更多消费活力，为中国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服贸会的“老朋友”，阿里巴

巴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刘葳说：“服
务贸易的数字化特征日益明显。作为
一家长期深耕数字技术、数字服务、
数字应用的企业，我们希望借助服贸
会的平台，挖掘更多服务中小企业、
服务社会发展的合作可能，让数字化
技术成为企业经营、社会发展的好帮
手。”

满载而归，预定下一届

大量企业在服贸会上收获了新
订单。

“9月3日正式开展第一天，就有
施工单位过来参观，并且表达了采
购意向。”第二次参加服贸会的中建
八局今年带来了地下管线探测机器
人等智慧建造方面的最新成果，目
前已与多家外贸单位达成合作意

向，拓宽了“朋友圈”。
在服贸会首钢园区集中签约现

场，中建二局签约马来西亚丽阳云尚
项目，合同额7.98亿元，建成后将成
为当地云顶地区最高的建筑物。“中国
建筑集团将会继续参加明年的服贸
会，持续向世界展示中国建造的强大
实力，期待与全球合作伙伴展开合
作，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建设更多高
品质工程，使各国人民共同享有服务
贸易增长成果。”中国建筑集团有关负
责人说。

秘鲁的羊驼玩偶成了服贸会上最
火的商品之一。“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服贸会，现场的火爆程度出乎意料！开
幕第二天下午，我们的库存就卖光了。”
来自小精灵羊驼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介
绍，羊驼是秘鲁的国宝，服贸会上展示
的羊驼玩偶都是用秘鲁羊驼毛手工制
作的，除了销售产品帮助当地脱贫致
富，也希望通过服贸会让更多人了解秘
鲁文化。“服贸会这个舞台可以让更多

人认识和了解羊驼、秘鲁和拉美文化，
我们也希望这些可爱的玩偶可以温暖
你我的日常生活。”小精灵羊驼工作室
品牌创始人赵霏表示，明年会继续参加
服贸会。

“服贸会对企业来说是一个绝佳的
展示平台。”北京叠加态技术有限公司
首席科学家钟飞鹏说，“去年我们的冷
隔绝材料经过服贸会展示，得到了国
家跳台滑雪队的关注。过去，这种保
暖手套全部依赖进口，一双 1万元。
如今，他们已经全换上了叠加态的滑
雪手套，一双才50元！”今年，叠加
态带来了全球首次研发成功的颠覆性
材料，是全球首款实现力学性能的纳
米闭孔“柔性”绝热新材料，也是世
界上少见的兼具“透汽”功能、适合
服装保暖的隔热新材料。通过服贸会
的展示，叠加态的产品和技术以最快
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下一步产
品推广、打通对接市场的最后一公
里，实现了价值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服贸会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当然
会继续参加！”钟飞鹏说，叠加态已经
确定要参加下一届服贸会。

为全球服务贸易注入活力

服贸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印
证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今年服
贸会上，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余家
企业集中亮相，比上届增加 5 个国
家，国际化率、世界500强占比均超
过上届水平。

强大吸引力背后是中国巨大的市
场和更加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连续
7 年保持服务贸易居世界第二的地
位，与世界近240个国家和地区有服
务贸易往来；连续4年缩减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在原有加入世贸组织承诺
开放100个服务部门的基础上，承诺
新增22个服务部门……中国服务领域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将数字贸易试验区升级为示范
区，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从海南
推广至全国，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年服贸会上，
一系列新举措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服务
贸易对外开放的力度，为全球服务贸
易发展增活力、添信心。

“拜耳看好中国市场拥有的巨大潜
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拜耳医药有关
负责人表示，“本届服贸会设立的健康
卫生服务专题，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
对医疗健康的重视以及人民对健康意
识的提升，这让长期坚持植根中国发
展的拜耳备受鼓舞。拜耳相信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变，我们对中
国市场的投入及信心也依然保持不
变。”

“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有利于激发全球
服务贸易增长新动能，为世界经济注
入新活力。服贸会为百度提供了与更
多客户、合作伙伴交流的机会，有利
于百度快速构建AI合作生态，进一步
提升了百度坚守AI赛道的信心和决
心。”百度有关负责人表示。

从京交会到中国对外开放三大展
会平台之一的服贸会，服务贸易已经
成为当前对外贸易增长的新亮点、新
引擎。本届服贸会的成功举办再次证
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巨大活力正持续
释放，服贸会展示的广阔前景为世界
贸易增添了强大信心。

服贸会，我们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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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大家都

害怕会回到1996年的黑暗时期。

塔利班攻占首都的第五天，喀布

尔的街道看起来相对平静，但恐慌、

忧虑、迷茫的情绪弥漫在广大民众当

中。他们近日经历的冲击与背叛来得

太过突然——塔利班从偏远山区长驱

直入，一路打进首都；政府武装力量

溃不成军，总统加尼迅速逃离，并在

社交媒体上宣布辞职；美国人毫不犹

豫，坚决撤出这个“帝国的坟场”，

20年的军事占领最终定格在试图逃离

的阿富汗人从美军飞机掉落下来的画

面上。

政权一夜之间易主，饱经战乱的

阿富汗再次面临未知的命运。

塔利班的“新人设”

塔利班的队伍是在8月15日上午

9点进入霍斯特的。这座城市位于阿

富汗东南部，是霍斯特省的首府。

拉希姆是当地一所公立大学——

谢赫扎耶德大学新闻系的老师。他说

，霍斯特城内并未发生武装冲突。

“本地政权算是平稳过渡，”拉希姆

说，“但像赫尔曼德、坎大哈、昆都

士、帕克蒂卡和洛加尔这几个省份，

政府军和塔利班都有激烈交火。城市

里不少建筑遭到破坏，其中也包括医

院之类的公共设施。

虽然免于流血，但霍斯特人无法

放宽心态。在塔利班入主后，当地人

认为有必要和他们谈谈，这其中也包

括谢赫扎耶德大学的教职工们。17日

上午11点，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当地的

塔利班负责人会面了。当时约有六七

十人到场，包括10名塔利班成员和四

五十位老师，拉希姆也位列其中。

这次会面谈到了女学生的问题。

谢赫扎耶德大学里有不少女学生，大

家都很担心一件事：她们还能来上课

吗？

众所周知，阿富汗女性的受教育

权一直是个问题。根据世界银行发布

的数据，虽然阿富汗成年女性的非文

盲率逐年上升，但目前仍未超过30%

。也就是说，整个国家仍然有七成以

上的女性未受过教育。而20年前塔利

班禁止女性上学的做法，仍然鲜活地

留存在世人的记忆之中。

让人意外的是，会面进行得很顺

利。塔利班方面的代表告诉大家，他

们并不准备对女性的受教育权做限制

。“学校里的学生们，无论男女，都

可以继续他们的学业。”

这个姿态和塔利班此前向媒体

表达的态度基本一致。塔利班发言

人扎比胡拉· 穆贾希德在8月17日召

开的记者会上提到，塔利班希望建

立一个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而另

一位发言人苏海尔· 沙欣也向媒体表

示，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今后阿

富汗女性从小学到高等教育阶段都

能接受教育。”

人们注意到，20年后再掌权的塔

利班似乎和过去有所区别——他们似

乎变“温和”了。承诺保障女性权益

，表示将致力建设无毒品国家……塔

利班释放的所有信号，似乎都在努力

“拉好感”。

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塔利班组

织。半岛电视台的一则报道提到，20

年前塔利班统治期间，他们禁止摄影

，且切断了国内的互联网。而如今的

塔利班成员虽然还是端着枪，但最大

的变化是他们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且用得非常熟练。进入喀布尔城的

年轻的塔利班队员，会在涂鸦墙前自

拍，甚至还乐意和路人合影。面对记

者，他们表示“当然可以拍照，拍多

少都行”，然后端起枪来给记者摆拍

一下。

塔利班的发言人也在最大限度地

利用社交媒体。苏海尔· 沙欣在推特

有36.5万粉丝，最近几天，他每天都

更新两三条推文，以实时阐明他们的

政策和立场。

“如今的塔利班很清楚要如何发

言才能获取信任、博得好感。他们会

有目的地去利用媒体以展现新气象，

让大家看到他们‘正在完善法律，并

且将会实行民主’。”在喀布尔一所

大学工作的女教师德丽表示。

德丽指出，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塔

利班组织成员文化水平不高，但如今

塔利班的核心成员都受过教育。“他

们想打造一个现代的形象，营造出友

好的、甚至人道主义的氛围。目前全

世界都在关注阿富汗，塔利班希望通

过这些表态来向国内外证明，他们变

了。”德丽说，“不过，他们也会模

糊语义，来给自己留余地。等到关注

散去，一切都将是未知数。”

种种迹象表明，如今的塔利班已

经远远不是当年的那个“草台班子”

，他们懂得设立一个开明的“人设”

，以冲淡曾经的负面印象，并尽可能

地博得好感。而这种做法似乎颇有成

效——推特上已经有一些声音开始支

持塔利班，认为他们可能会给这个饱

经战乱冲突的国家带来稳定。

信任危机

塔利班真的会公平对待女性吗？

“塔利班的确说过这个话。”女

教师德丽说，“但这句话是有个定语

的，‘女性权利会得到尊重——前提

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内’。”

伊斯兰教法，即伊斯兰教社会的

法律制度。教法涵盖的范围很广泛，

一方面规定了刑罚，包括“割手”

“石刑”等古老的酷刑，另一方面则

涵盖了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

宗教活动、穿着、家庭生活等。教法

的边界并不是非常明晰，通常由伊斯

兰法学家来指导实践，并发布相当于

法律判决的“教令”。这也就意味着

，宗教人士和当权者将对法律拥有极

大的解释权。

比如教法规定，穆斯林女性出

门必须穿戴罩袍和头巾，而目前塔

利班所采用的规定样式被称为“hi-

jab”。德丽告诉记者，“hijab”的

定义在各地并不相同。在一些阿拉

伯国家，“hijab”的词义和“burka

”无异，而“burka”指女性必须身

着黑色并遮盖全身上下每一寸皮肤

、仅露出眼睛的最保守的服饰款式

。在伊朗和阿富汗，“hijab”则指

代一种相对世俗、相对宽松的教袍

式样，女性需要佩戴头巾但无需遮

面，具体花色也没有太多规定。在

一些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伊斯

兰地区，“hijab”的定义可能就更

宽松了。也就是说，这种服装并非

教义明确规定，它的边界划定更多

是基于当地的社会共识和包容度。

前总统加尼政府统治时期，阿富

汗女性的着装也有规定，但在规定范

围内，可以根据工作场景和个人喜好

来调整。“比如我是大学老师，穿得

简洁大方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是长裙

加条头巾。私营企业员工可以穿得更

时髦一些，但她们也还是要戴头巾的

。政府和媒体的工作人员可以穿得更

现代。”德丽说。

8月15日塔利班攻占喀布尔，当

天一早校方通知德丽，出于安全考虑

，暂时不要来学校上班。塔利班发言

人随后公开表示，女性只要穿戴“hi-

jab”，都可以正常上班上课。不过，

他们至今未对服装的具体样式作出说

明，也没有对相关的惩罚措施作出任

何规定。

“就在今天（18日）早上，我和

女性朋友刚刚出门想要买些东西，就

被我的男邻居拦下了。他说如果有需

要，他可以帮忙去采购，但拜托我们

不要出门，不要冒这个险。”德丽说

，“他还跟我说，现在喀布尔的街上

基本没有女性，没人敢出门。”

塔利班想要取信于民，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在

推特上声明，塔利班对民众财产不

感 兴 趣 ， “ 我 们 已 经 对 圣 战 者

（Mujahedeen）下令，未经许可不

得进入任何人的家中，民众的生命

、财产和荣誉都会受到圣战者的保

护。”然而，情况没那么乐观。老

家在阿富汗东部楠格哈尔省的法扎

德说，家里的亲戚告诉他，有些塔

利班人员强迫本地人免费提供饮食

和住所，还有的塔利班成员在加油

站要求免费加油。“大家都很担惊

受怕，不敢出门，我家的小商店也

不敢开门营业，因为一开门就可能

会有塔利班过来强行白吃白喝。”

法扎德说，塔利班无法得到民众的

信任，目前当地的情况依然十分混

乱。

“麻木地接受命运安排”

尽管塔利班在试图重塑新形象，

努力搭建信任，但对于遭受战争之苦

长达近半个世纪的阿富汗人来说，他

们无法对前途抱有乐观。

“我身边的人最近都像行尸走肉

，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大家都害怕会

回到1996年的黑暗时期。”拉希姆说

，“就业，女性教育权，甚至最基本

的人权，都是阿富汗人目前非常担心

的问题。”

阿富汗在努力实现和平过渡。在

首都喀布尔，尽管所有人都在忧心忡

忡，但生活仍在继续，掌权者要求大

家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营造良好氛

围。“现在的政策是大家要正常上班

。”通讯公司的接线员阿卜杜勒告诉

说，“有些人去不了单位，就得在家

线上工作。”

而在同一时刻，阿富汗国内的不

少地区仍然面临着武装冲突的威胁。

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阿富汗代表处

提供的信息，在拉什卡尔加、坎大哈

、昆都士等地区，已经有数万名平民

在近几个月的战争中受伤。

伤亡者中，妇女儿童占到了将近

一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闻官弗洛

里安· 赛利表示，在他们定点帮扶的

坎大哈市米尔韦斯地区，有医院最近

接到了紧急转诊需求。这批伤者在爆

炸中严重受伤，其中有不少是儿童，

需要做截肢处理。

武装冲突还在继续对这个国家造

成破坏，医院和学校等公共设施被战

火波及。“在加兹尼市，我的母校，

也是我的表妹们目前上学的学校被炸

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阿富汗代

表处发言人若雅· 穆萨维在自己的推

特中写道，“公共设施永远都不应成

为战火袭击的目标。”

针对个人的暴力行径也在持续发

生。当地时间8月19日上午，阿富汗

男性记者贾瓦德· 拉米什在街上遭到

塔利班殴打，原因仅仅是他穿了条牛

仔裤。德丽说，作为女性，目前她最

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的着装不符合

大家心意，会遭受怎样的对待？

在2015年，一位名叫法尔昆达的

女性和神职人员发生了口角，最终被

群殴并焚烧致死。“我不想重蹈她的

覆辙，”德丽说，“所以，为了保护

自己的安全，我会按照他们发布的规

定来穿衣服。但这不意味着我对他们

的认同，仅仅是因为我惜命而已。”

目前，来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

国际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仍在进行当

中。从6月开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和阿富汗红新月会就开始在战场疏散

伤员、回收尸体。三个月里，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的1800名工作者在48个医

疗机构协助治疗了40000多名伤员，

并在全国多个康复机构为残疾人提供

援助。

政局动荡的代价，最终需要阿富

汗的普通人来承担。长时间的战乱已

经让阿富汗人不得不“麻木地接受一

切”。通讯公司接线员阿卜杜勒告诉

表示，自己续约了26年的工作即将在

本月底到期，届时很可能面临失业。

阿卜杜勒的大儿子今年从一所大学的

计算机系毕业，但始终没能找到工作

，一直在家待业。根据世界劳工组织

发布的数据，去年阿富汗的失业率高

达11.7%。

乱局中的阿富汗人：我们就像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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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建校五周年慶祝活動休斯敦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建校五周年慶祝活動
————暨暨20212021年暑期夏令營結業典禮記實年暑期夏令營結業典禮記實

（作者臧娜）2021年8月22日下
午四點，經過前期緊張的籌備，休斯
敦龍學天下中文學校建校五周年慶祝
活動，暨2021年暑期夏令營結業典禮
，如期舉行。此次大型活動仍然沒有
脫離疫情的困擾，原定在線下隆重舉
辦的慶祝活動最終改餵線上進行。但
是，線上線下融合、網絡教室與實體
課堂相互呼應的呈現方式，卻為這次
活動增添了別樣的風味。

作為學校的創建者，校長王榕首
先回顧了“龍學”辦學五年來的風雨
歷程。從服務社區的辦學宗旨，到精
彩紛呈的主題教學項目，從辛苦摸索
的線上教學方式，到疫情期間設立休
斯敦“龍學日”（Houston Dragon
Academy Day）市長公告的頒布，一
樁一件，歷歷在目。她重申了“家長
放心、學生開心、老師用心、對社會
有責任心、對未來充滿信心”的辦學
使命，和“引東學而西漸、融西東於
天下”的辦學願景，並向每一位關註
“龍學”成長的師友們發出鄭重邀請
，每年8月22日歡聚“龍學日”。學
校PTO主席曾曾介紹了她和孩子在
“龍學”度過的五年美好時光，祝福
“龍學”越辦越好。校長王榕對PTO
在學校日常活動組織及防疫物品捐助
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表示感謝，並
感謝所有家長和老師多年來的支持和

陪伴。此後，楊麗麗、程小菊兩位副
校長，及教師們都分別表達了對“龍
學”五周年生日的祝福，和對未來的
期許。

至此，“龍學”建校五周年的演
出活動正式開始。2021年暑期適逢東
京奧運會開幕，奧運主題的班級展示
率先呈現，“乒乓球班”“擊劍班”
“曲棍球班”……朝氣蓬勃的運動精
神為這次慶典的演出活動註入活力。
經典的Cup Song表演把人們帶回到了
電影《Pitch Perfect》的熟悉記憶中。
身著古裝的K班娃娃，伴隨音樂拍手
齊誦《三字經》的可愛畫面讓人難忘
。一到十年級的中國悠悠球（Chi-
nese Yoyo）表演驚心動魄，兩片球體
借由一個軸心連接在一起，表演者僅
靠一根綁在軸心上的細繩就能輕松操
控滾輪；小組表演與個人表演相結合
，滾輪時而在表演者身前身後輪轉，
時而高高飛起，在表演者之間相互傳
遞；技藝高超的姐姐們好似在表演雜
技，令觀者嘆服。學前班小娃們一身
小黃鴨裝扮，坐在舞臺臺階上奶聲奶
氣地唱起兒歌《兩只小花狗》《兩只
小鴨子》，花狗和鴨子的憨態畢現無
遺。青蛙樂隊創作的流行神曲《小跳
蛙》，被暨南二年級、五年級周末班
的網課學生演繹得更具天真之趣。傣
族舞的柔美和靈秀被“龍學”的傣族

舞姑娘們表現得充分而自然。一到十
年級的籃球舞表演，在《cha cha slide
》富於節奏感的音樂伴奏下帥酷登場
。暨南二年級全體學生的兒歌連唱讓
人們重溫了《兩只老虎》《找朋友》
的美好。暨南一年級網課的小朋友，
用稚嫩的聲音向大家介紹自己和自己
的家庭成員，傳遞出對家人的濃濃愛
意。

最重磅的表演是2021年夏令營四
大發明主題教學活動的主題展演。在
火藥篇章，聶老師從今年東京奧運中
國代表團獲得的射擊首金講起，聯系
到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進而追
溯了火藥的前世今生。暨南七年級
（上）、六年級、五年級（上）網課
班的學生，用PPT解說和詩朗誦的方
式，介紹了火藥的發展歷史和實際應

用，贊頌了火藥這一偉大發明。學前
一班更是用舞臺表演的方式對其進行
了生動的解說。

造紙術篇章，吳老師以2008年北
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古藝宣紙表演為切
入點，介紹了造紙術發明人蔡倫。暨
南七年級（下）網課班學生，暨南二
年級、五年級、九年級學生，馬麗平
五年級學生，先後介紹了造紙術的製
造過程、發展歷史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舞臺劇《四大發明之造紙術》構思
奇巧，暨南一、二、六、八年級的孩
子們身著古裝，以三句半的幽默對白
開場。期間以一位龍學小記者通過時
光隧道的穿越故事貫穿始終，這位小
記者先是回到中國的漢代去采訪蔡倫
和造紙工匠，為人們揭示了當時的製
造工藝，然後又回到當下，召喚龍學
學生用兒歌聯唱的方式唱出了“創造
發明有我也有你”的主題，古今呼應
，充滿意趣。

印刷術篇章，楊老師介紹了印刷
術的發展過程。暨南二年級網課班的
同學錄製了印刷術的介紹性影像。暨
南四、九、十年級，馬麗平三年級的
同學們，合作演繹了《印刷術演變》
的小劇場作品，故事從講解印刷術的
“龍學”課堂開始，剛剛明了了印刷
術發展歷程的孩子們，卻在雷雨交加
的一刻莫名來到了畢昇的印刷工坊，
開始了一段穿越古今的對話。網遊音
樂在小劇場中的植入，使整個作品顯
得空靈而意境深遠，亦古亦今間顯現
了獨特的時空張力。人偶字模的巧妙
創意、反向字體的剪裁及印刷過程呈
現、與音樂相互契合的舞臺動作編排
，都體現了團隊創作的智慧和力量。

指南針篇章，程老師介紹了這種
用以辨別方位的簡單儀器，及其原理

和在現代生活中的用途，詩詞中的指
南針“煩君端試指南針”，更是引領
師生們一同品讀古人心旌。馬麗平七
年級周末班的學生講述了故事《要是
你在野外迷了路》，故事從一個露營
者在野外迷失方向的經歷談起，她通
過觀察樹影的方向、北極星的位置，
最終回到了自己的營地。馬麗平八年
級周末班學生的原創繪本故事《多虧
了指南針》，講述了四只老鼠和指南
針的奇妙經歷。暨南三年級網課學生
以科學實驗的方式展示了《自製指南
針》的過程和背後的科學原理，一段
名為《愉快的旅行》鋼琴演奏增添了
科學探索的趣味。最精彩的《指南針
小劇場》由K2班和三年級、五年級、
CSL學生共同演繹，“龍學”娃跟隨
鄭和一同下西洋，船被吹到了一個荒
無人煙的小島，於是開始了尋找指南
針的冒險之旅，“躺平”流行語的植
入，讓觀者的思緒得以在古今之間自
由穿行，海盜舞表演也活躍了故事情
節，令人眼前一亮。

兩個多小時的歡聚時光轉瞬即逝
，演出活動伴隨著暑期精彩作品的展
示告一段落。在“春天來了，回家”
的呼喚中，情景詩歌《回家》抒發了
離家多年的海外遊子對故土的思念，
家是“洛陽街上盛開的牡丹”，家是
“故宮屋檐下懸掛的紅燈”……

最後，王榕校長特別感謝了老師
和同學們在前期籌備和後期製作過程
中付出的辛勞，感謝她十年前教授過
的學生在“龍學”需要的時候鼎力相
助。五歲的“龍學”已是一個教師梯
隊、管理製度不斷完善的專業教育機
構，它如磁石般吸引著眾多熱愛中文
的學子和家庭，共同期待明年的8月
22日再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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