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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個城市房價上漲
1、一致性

1、一致性

10. 邁阿密(Miami, Florida)

在美國地產市場如此火爆並且價格不斷
攀升的情況下，投資者往往急不可耐的陷入
搶房大戰中。目前，在美國房地產市場，幾乎
一半的美國房屋掛牌後在一周內售出，而且
價格正在快速攀升，買家很容易在尋找新房
子的過程中忽略隱藏的成本。

對此有專家們提醒說，對
於許多初次買房的投資者，初
次買房要考慮到許多的隱形
成本，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
。目前，大多數的美國購房金
融專家認為，首期付款最好是
房價的20%，除此之外，購房
者還需要準備不少隱形的成
本，這些費用通常包括抵押貸
款的貸款人費用、房地產代理
佣金、評估、財產稅和產權保
險，以及提交信用記錄的費用
。

《今日美國》個人金融與
市場記者潔西嘉•門頓介紹：

“一般來說，辦理貸款的時候，購房者應該準
備支付大約按揭貸款費用的3%到5%。”

舉例來說，如果準備貸30萬美元的抵押
貸款，這意味著留出9000至1.5萬美元作為結
算成本。

如果你正在辦理抵押貸款
，你的貸款人將提供一份檔，詳
細說明貸款等環節需要的成本
。

在某些情況下，買方可以
要求賣方承保某些專案。但潔

西嘉•門頓說，賣家自己通常會在房地產代
理費、佣金和其他費用中支付超過總售價5%
的費用。

而且由於大多數房子的售價遠遠高於要
價，很少有賣家願意同意支付這筆費用，這取
決於買賣雙方談判中的博弈。

而且，其他成本也可能突然出現。例如，
在房屋檢查的時候，會出現一些不可預見的
問題。

一些專家建議買家聘請一名獨立的檢查
員，儘管賣家會在掛牌前聘請一名檢查員來
尋找害蟲或黴菌等重大問題。據置業顧問憑
經驗都認為，買家單獨聘請房屋檢查員最好。
這項費用可能高達400美元。

據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
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稱，在報價時，買
家通常會“認真地”提交房屋價值的1%至5%
，這樣賣家就可以放心地將房屋撤出市場專
門同這個買家交易。門頓說，這筆費用通常由

協力廠商託管，並用於結算成本。
房子如果周邊的環境要維護，還要瞭解

每月費用的細節，瞭解任何即將到來的特別
評估。這是大修或改進所需的錢，比如新屋頂
或供暖系統。

對於買了非獨立屋（例如公寓、康鬥）的
客戶來說，大多數人都知道還要預交HOA費
，但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即將到來的特別評
估，突然之間還需要增加一大筆額外費用。

提升，作為結帳的一部分，貸款人可以評
估房屋的價值。在房價上漲如此之快的情形
下，要價和估價之間的差額現在可能達到數
萬美元，因此，這種差異會讓狂熱的買家陷入
難題中。

除非買家把更多的錢放下來，否則銀行
不會發放貸款。許多買家被迫實際帶來了比
他們認為需要的更多的錢。”

如果價格相差太大，潔西嘉•門頓建議
買家聘請一名律師指導他們完成交易。雖然
這是一個額外的成本，但是，一個好的律師可
以帶來幫助避免許多陷阱。門頓說，找一位熟
悉類似於你自己的購買情況的律師。律師會
幫助你解決在整個過程中出現的任何問題，
比如房屋檢查或試圖獲得抵押貸款。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房產價格攀升房產價格攀升 買房時的隱性買房時的隱性
成本不能不知道成本不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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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令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然而全球眾多國家和
地區的房地產市場卻異常繁榮。

房地產是美國經濟回升的重要支柱
疫情之下，美國房地產市場領先大部分經濟指標復蘇

，對美國經濟具有直接拉動作用。2020年，美國GDP實際
增長率為-3.5%，住宅投資對實際GDP正向拉動0.23個百分
點，在私人投資領域是“一枝獨秀”的表現。房地產業增
加值占美國GDP的比值在2020年攀升至12.9%，較2019年
提升0.7個百分點。

房價上漲抬升通脹水平
近期美國的物價一直在不斷上漲，4 月份同比增長

4.2%，5月份同比增長5%。按美國勞工統計局（BLS）最
新公佈的CPI（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權重，Rent of pri-
mary residence 占比 1.8%，Owner’s equivalent rent of
residences占比2.1%。也就是說不光租房的人每月的租金
上漲，已經擁有房子的人每月或每年要繳的貸款月供或地
稅也在上漲。所以，房價變化會通過影響租金間接影響美
國通脹表現。

如此瘋狂的房市是否隱藏著危險呢？

美國上一次房地產崩盤出現在2008年，在“9•11”事
件和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後，美聯儲大幅降息，利率創下40
年來新低。在寬鬆貨幣政策作用下，房地產信貸機構不斷
放寬住房貸款條件，購房成本降低讓美國居民紛紛加入抵
押貸款購房的行列，美國房地產市場飛速膨脹。過剩的流
動性催生了美國樓市泡沫，房價上漲遠遠超過了居民收入
上漲。當前來看，美國房價距離歷史高點不到1%，且高出
疫情前的平均水準10%。這樣的數字將成為一個“巨大的
擔憂”。

當前樓市是否正再次形成泡沫？
Vivian：雖然市場上的擔憂聲漸起，但一些經濟學家

和美聯儲官員並不認為樓市正再次形成泡沫。事實上，在
上一輪房地產泡沫中，“欺騙性貸款”很常見，借款人不
需要提供收入證明、不論信用如何，都可以獲得機構的抵
押貸款。他們認為，這一輪房價飆升主要是由供需不匹配
推動的，而不是由不良貸款行為引發的。

美國通脹急升的因素
觀察2021年4月美國CPI分項資料，可以

發現其主要驅動因素為能源商品、二手車及卡
車、煙、交通服務及能源服務價格，而非住宅
。這是由於，房價對房租的傳導受到長期合同
等約束有一定的時滯性。高盛分析指出，
5% -15%的房價攀升會在數年時間內傳導至通
脹。這究竟是疫情衝擊下永久性的偏離（即房
價租金比的中樞自此系統抬升），還是暫時性
的擾動（即經由房租的滯後攀升該比率最終向
長期均值水準回歸），仍需觀察。但不應忽視
房價經由房租的滯後影響推升通脹的可能，畢
竟房租在美國核心CPI中的權重接近1/4。

美國房地產市場上漲程度
美國房地產價格自2012年開始了新一輪的上漲。用來

衡量全美主要城市平均房價的Case-Shiller房價指數（S&P
CoreLogic Case-Shiller National Home Price Index） 從
2012年2月的最低點到2021年2月的9年中上漲了78.2%。

但新冠疫情爆發後，美國房價呈加速上漲的趨勢：
2012-2019年間，該指數年複合增長率（CAGR）為5.9%，
而2020年該指數年複合增長率為10.3%。據全美房地產經
紀公司Redfin的資料，美國房屋銷售價格中位數在2021年
5月同比增長23.6%，達到35.3萬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從城市層面來看，全美20個主要城市中的絕大多數，
其房價在2020年的年複合增長率較2000-2019年出現顯著
上升。租金方面，援引Realtor.com的報告，今年3月全美
最大的50個房屋市場，月租中位數同比上漲1.1%，至1463
美元/月。雖然與房價急升相比相形見絀，但這也是自去年
夏天以來，租金增長速度首次加快。

生活壓力的增加
房價上漲會間接造成房租上漲的壓力，進而通過租金

分項推升通脹水準。此外，房租上升也會提高企業的成本
，從而導致商品價格的進一步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自1983年起，美國勞工統計局便將房
價排除在消費者物價指數成分之外，而代之以 Owner
Equivalent Rent。該項是通過業主調查得來的，摻雜了眾
多急欲減少持有成本的投機業主所報告的偏低租金，所以
美國真實的通脹水準可能遠高於當前統計的CPI（消費者物
價指數）。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美國房地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美國房地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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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美國房地產不僅需要細看其類型還有位置，我們
也需要從總體上把握房地產。接下來我們將一起來瞭解房
地產的特點與投資房產的優劣勢。

投資美國房地產最大的有利特徵是什麼？
房地產的一個有利特徵是，它能產生相對穩定的回報

，即收入與房產增值。從這個意義上講，房地產有一種類
似債券的債券式的成分，它會帶給我們定期的穩定的收入
，但同時還它有類似于股票的成分，價值可能會受到相關
事件帶來的波動。例如亞馬遜總部入駐西雅圖，極大地推
高了當地的房價。而且，就像你長期持有的所有證券一樣
，買房者更希望價值上漲的次數比下降的次數多，所以在
投資初期就需要對所投資的房產有一個總體的認知。

收入
房地產的收益與從租戶那收取的租金直接掛鉤，其中

還需要減去經營物業的成本和抵押貸款或融資需要支付的
利息。所以，你可以看到保持你的房產完整，保持租戶入
住率是多麼重要。如果你失去了太多的租戶，或者入住率
始終偏低，那麼有可能就難以支付物業營運成本。在很大
程度上，房產的租用率完全取決於租賃市場的需求——也
就是說，租賃市場對於房產的需求決定了你房屋的租用情
況。在供應過剩或需求不足的市場中，你將不得不收取較
低的租金，來提高你的房產在整個市場中的競爭力。同樣
的，如果你降低了你的租金，你的租金收入也會隨之減少
。

房產增值
美國房地產的資本增值是經過財產評估而決定的。如

果評估師認為你的房產可以賣出比你買進時更多的價格，
那麼你便取得了積極可觀的資本回報。評估師在估計你的
房產時往往會將從前的交易作為參照，因此資本回報與投
資銷售市場的表現直接相關。投資市場主要受投資產品供
給和需求的影響。

總之，房地產收益的波動大部分來自於回
報的房產資本增值部分。當收入回報趨於穩定
，資本回報波動就會變得更大。因此總回報的
波動性便介於兩者之間。

美國房地產投資有哪些獨特
之處？

與其他投資類型相比，美國房地產投資還
有許多特徵使得它變得獨一無二：

沒有固定的時限
與具有固定期限的債券不同，美國的房地

產投資通常沒有到期的時間。在美國，投資者
持有房產超過100年的情況也並不罕見。因為
房地產沒有時間限制，所以也可以允許業主隨
時購買房產，執行業務計畫，然後在適當的時
候處置房產。但這一特徵也有例外，如果你貸

款買了房，你還是需要按時還貸款。

有形的
房地產投資是真實存在的，你可以看到它、觸摸它。

但也因為房地產是有形的，所以買房者對你的房產投資也
要有相應的管理/如果房子有什麼問題，你要負責修復它。
假如你投資股票或者債券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需要管理
因為房地產是有形的，所以需要親自動手管理。如果

房客投訴問題你必須解決；園林綠化出現問題也必須處理
；而且，當建築物開始老化時，還需要進行維修。

市場效率低下
在美國房地產中，有一個效率低下的市場並不一定是

壞事。效率低下僅僅意味著市場參與者之間存在資訊不對
稱，這樣會使那些掌握特殊資訊、專業知識或資源的人獲
得更多的利潤。相比之下，公共股票市場效率更高 - 資訊
在市場參與者之間高效傳播，而那些重大的非公開的資訊
也不被允許出現在市場上。在房地產市場上，資訊卻是王
道，可以讓投資者看到本來可能沒有的盈利機會。

高交易成本
在美國私人市場，房地產有很高的購買成本和銷售成

本。在購買時，需要支付與房地產代理有關的佣金，律師
費，工程師費用和許多其他成本，這些成本都會提高實際
購買的價格。在銷售方面，我們想要讓自己的房產掛在市
場上出售，我們通常需要一筆很大的經紀費。由於“交易
”房地產的成本很高，持有期較長，投機交易比股票更為
罕見。

較低的流動性
除房地產證券外，房地產交易不存在公開交易。這使

得房地產更難以出售，因為交易必須私下交易。在你決定
出售房產的時間和實際出售時間之間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
距 - 通常至少是幾個月。

潛在的租戶品質
在評估收入型房產時，我們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相關的

租賃資訊。這很重要，因為當你購買房產時，你還會買兩
件東西：實物房地產和租戶的收入資訊。如果租戶有可能
每個月都會違約，那麼投資的風險會更大。

地區之間的差異
地段、地段、地段的重要性就不必再多說了，投資者

都心裡門清。同一個房地產在國家，地區，城市乃至同一
個城市內的表現都會有很大不同。在進行投資時需要考慮
這些區域差異，因為你選擇在哪個市場投資哪套房產對你
最終的總回報都有很大的影響。

由於房地產固有的特點，因此勢必會給我們帶來一些
好處與壞處。假如可以合理利用，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收
益的同時還會降低我們的投資風險。

投資美國房地產能獲得哪些好處？

多元化價值
在資源配置方面，使你的投資組合變得多元化。在收

益方面，美國房地產與其他投資項目相比（股票和債券等
傳統投資專案）還是較低的，但在風險性上，房地產還是
更勝一籌，投資房地產就會增加你投資組合的多樣化。

提高收益率
房地產作為投資組合的一部分，將使得你的投資組合

在一定風險性下創造更大的收益。同樣，通過將房地產納
入你的投資組合中，你可以保證投資組合的回報，同時還
能降低投資風險。

在通貨膨脹中保值
美國房地產回報與從租戶收取的租金直接相關。有些

租約會有增加租金的條款。在其他情況下，只要租期到期
，租客續租，租金就會上漲。無論哪種方式，房地產收入
往往都會通貨膨脹的環境中會增長得更快，因此即使發生
了通貨膨脹，房主也能獲得原來或甚至更高的收益。

影響價值
在前面的特點中也提及，房地產是一種有形的資產。

因此，投資者可以改變現有的物業，以提高其價值或提高
市場的競爭力。此類行為的例子有很多，包括：更換漏水
屋頂，改善外觀，篩選更高品質的租戶與其改造房屋。相
比其他類型的投資，投資者對房地產投資能有更大程度的
控制。

投資美國房地產需要注意哪些不良後果？
投資美國房地產也有些缺點，投資者在投資房地產時

也需要再三考慮。(續下頁)

瞭解房產特點與投資優劣勢瞭解房產特點與投資優劣勢，，
讓你從此買房不吃虧讓你從此買房不吃虧！！ (上)

“我们是市政干活的工人，在下水

道发现了一具尸体！”2020年7月23日

下午3时许，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警方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此时，

尸体已被工人打捞上来。一团黑色线衣

裤袜包裹下，隐约可见几块明显断离的

躯干。现场工人说话声音都在颤抖：

“我还以为是一包垃圾，打捞上来才发

现是尸体，太吓人了。”

妻子生前用过的衣物，丈夫会不认识？

经过清淤，证实这是一具女性碎尸

。办案人员迅速将尸骨迅速送往山东省

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同时，按照

办案程序，立即展开对辖区内失踪人员

的梳理走访。

线索很快摸排上来。三年前，辖区

内有个叫汪彦伟的居民曾到派出所报案

，称妻子刘美华于2017年2月10日从家

中离开后不知所踪。

因此，办案人员立即把汪彦伟叫到

派出所，让他辨认从下水道捞出的死者

衣物。汪彦伟看了一下，对办案人员说

，他不认识这些东西。

几天后，办案人员取回尸骨DNA的

鉴定报告，证实死者就是刘美华。

妻子生前用过的衣物，丈夫会不认

识？办案人员又把汪彦伟“请”进了派

出所。一番思想工作之后，警察才抛出

了关键性的问题。

很快，汪彦伟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他一边痛哭一边承认，是他杀了妻子，

碎尸后，再将其抛到了下水道中……

“我爱我对象，她给我生了两个孩

子，都是那些小人想害我们。”

“生不如死，家破人亡。”

“我欺骗了所有的亲人。”

检察官提讯时，文化不高的汪彦伟

坚持要在讯问笔录上写下这几行歪歪扭

扭的字。

从你情我愿到两看相厌

汪彦伟和刘美华结婚之初感情还不

错，后来生下一女一子。二人平时虽然

有些吵吵闹闹，但总体上日子还过得去

。

后来，刘美华认识了一个叫花姐的

女人。这个花姐爱玩儿，花钱也阔气。

花姐时常带着刘美华一起蒸桑拿、做按

摩、去酒吧，怂恿刘美华各种“玩儿”

。

“刘美华爱打扮了，我没给她钱，

但她总有钱买高档化妆品、面膜，烫发

染发追时髦，头发红一绺黄一绺的，还

在腿上文了身。”汪彦伟说。

整天和花姐腻在一起的刘美华，不

是购物，就是做脸、去酒吧，啥流行玩

啥。

“有一次，花姐被她老公抓奸，我

就不准刘美华跟花姐来往了。刘美华同

意了，还写了保证书。”汪彦伟说。但

保证书也没能保证什么，爱玩的刘美华

还是经常出去。之后，吵架、打架成了

夫妻俩的家常便饭。

汪彦伟的邻居说，刘美华年龄小，

辨识能力差，被花姐带坏了。刘美华原

来挺朴素的，吃穿都不讲究。认识了花

姐后，刘美华变化挺大，爱花钱爱打扮

。

“感觉他们两口子不是一路人，性

格、做事方式不一样。刘美华平常大大

咧咧的，性格很直爽。汪彦伟比较稳当

，也比较抠门，平日不抽烟、不喝酒，

会过日子，也细心。”邻居们这样评论

说。

汪彦伟开了一个汽车钣金门市，手

里也有点钱，但他平时很少给刘美华零

花钱，没有工作的刘美华每次买东西都

要跟汪彦伟要钱，次数多了，她就觉得

很不舒服。

案发后，在证明案发起因证据中，

20份刘美华写的保证书等物证及40余名

证人证言证明，刘美华生前与多人存在

不正当两性关系。公安机关报案记录证

明，2016年12月30日，刘美华曾报警称

被汪彦伟用绳子勒住颈部。

杀妻后骗过亲人

2017年2月10日，汪彦伟和刘美华

吃完早饭后一起到钣金门市干活。门市

里有一辆汽车需要安装保险杠，汪彦伟

想让刘美华帮忙取一下工具，刘美华不

干，两人就吵了起来。

刘美华一边走一边骂，汪彦伟气急

之下，顺手从地上抄起一块红砖，直接

从背后砸到刘美华头部。瞬间，刘美华

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失去理智的汪彦

伟害怕妻子醒来报警，疯一样骑在刘美

华身上，用手死死掐住她的脖子，直到

刘美华彻底不能动弹。

看到刘美华断气，汪彦伟又急又怕

，偷偷哭了一场。平静下来后，汪彦伟

考虑怎么才能把这事盖过去。

2月10日晚上8点多，马路上行人不

多。汪彦伟从门市里拿了撬棍和铁钩，

避开监控，来到一处不引人注意的下水

道旁，准备撬开井盖，将刘美华的尸体

抛入下水道，但两腿发软的他怎么也抱

不动尸体。

慌乱中，汪彦伟找来一把菜刀，一

狠心就对刘美华进行了分尸。随后，他

用蓝黑色线衣裤袜将碎尸包住扔进了下

水道。

办案人员说，汪彦伟挺有心眼的。

抛尸两天后，汪彦伟装模作样地来到岳

父岳母家“要人”，他说，刘美华和他

吵完架后就出门了，意图制造出刘美华

离家出走的假象。

岳父母说刘美华没有回娘家，还说

等女儿回家了，一定批评教育她，还让

他多担待女儿。

过了几天，汪彦伟又跑到派出所报

案，说妻子失踪了，他怀疑妻子被人拐

卖了，请求民警帮助他寻找妻子。

刘美华的父亲回忆说，近几年，女

儿和女婿经常吵架，女儿动不动就哭着

跑回娘家，身上也常能看到伤。女儿失

踪前半个月，曾回过娘家，哭着说，汪

彦伟要杀她，她报警后，汪彦伟就被吓

跑了。还说这日子没法过了，她要离婚

。

刘美华父亲劝女儿看在两个孩子的

份上忍一忍，还用老观念吓唬女儿说，

你要是离婚了，就别进娘家门。得知女

儿死在女婿刀下，刘父后悔不已。

将妻子杀害后，汪彦伟把刘美华的

手机随身带着。他经常用这部手机接听

电话，但每次接通后，他都不说话，只

是听着电话另一头的声音。

若有人一直打电话，汪彦伟就以刘

美华的口气发条短信，说现在不方便，

过会儿打过去。“我就想看看是谁给我

妻子打电话，男的女的，他们是什么关

系。”汪彦伟说。

汪彦伟还经常用刘美华的微信收发

信息，他以刘美华的口气给刘美华家人

发信息说，“我出去打工了，对不起爸

妈，别再联系我了。”

刘美华的小妹说，“有一天，我看

到我三姐（刘美华）的陌陌号上线了，

就立刻和我二姐去找三姐，地图定位显

示距离越来越近，但我们走到汪彦伟的

汽修店门口时，却没看到她。”

几个月后，汪彦伟把刘美华的手机

卡砸烂扔掉了，并将手机卖给了二手店

。

刘美华有一条金项链，刘死后，汪

彦伟将这条金项链保存了一年多。“每

次看到这条项链就难受”，汪彦伟说，

虽然刘美华有过错，但他依旧很爱刘美

华。汪彦伟还在快手平台上发布了很多

思念刘美华的照片和视频。

到案后，警方讯问汪彦伟时，他承

认是他杀害了妻子。但检察官讯问时，

他又矢口否认，坚称是刘美华自己跌倒

摔死的，他只是没有及时救助，事后因

为害怕才进行了分尸。汪彦伟说，他之

所以在侦查阶段供述杀害妻子，是因为

公安机关逼供自己，加上他也不想活了

，想着赶紧被枪毙就都认了。

检察官立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对每份证据严格审核，最终证实侦查

机关并没有刑讯逼供，完全是依法办案

。

汪彦伟对妻子的死亡情形，多次改

口，前后说法不一，但在完整的证据链

条面前，这些说法是无法成立的。

2021年3月22日，菏泽市中级法院

经审理，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

汪彦伟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限制减刑

。一审宣判后，汪彦伟提出上诉。

2021年7月20日，山东省高级法院

作出终审裁定，依法维持原审判决。

杀害妻子并碎尸……
两天后，他跑到岳父家“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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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銷售和運營成本高昂
(接上頁)與其他投資相比，美國私人房地產市場的交易

成本很高。通常情況下，購買更大的房產會更加划算，因
為你可以將交易成本分攤到更大的房屋面積中。房產是你
一筆有形的投資，需要你的管理，為此你需要花費高昂的
運營成本。

需要管理
除了一些例外，房地產需要在兩個層面持續管理。首

先，你需要對物業進行日常管理以處理物業的日常事務。
其次，需要考慮投資房產的市場長期定位，因此物業的戰
略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時兩個層面的管理可以交由同
一個公司處理。管理是有代價的，即使是由業主親自出馬
，也需要耗費業主的時間和精力。

難以獲得
建立一個有意義的，多元化的房地產投資組合可能是

一個挑戰，因為購買的房地產要遍佈各種有潛力的位置，
類型也需要多元化，而這對許多投資者來說是無法實現的
。但是，你可以購買帶有私人泳池或公共安全設施的物業
，這些物業通常可以滿足多樣化的投資組合。

週期性（租賃市場）
與其他資產類別不同，房地產投資是週期性的。美國

房地產有兩個週期：租賃市場週期和投資市場週期。和大
多數市場一樣，租賃市場的情況是由供給方決定的，即可
用房屋（或空位）的數量，需求方（租戶需要的房屋面積
）。如果租賃需求增加，空置率將會下降，因此市場供給
的不足也會帶來租金的上漲。一旦租金達到一定水準，開
發商便會再開發閒置地來滿足市場需求。

週期性（投資市場）
美國房地產投資市場與租賃市場的週期不同。投資市

場的需求方是有資金投資于房地產的投資者，供應方是已
有物業的業主。如果需求方擁有充分的資金可以投資房市
，那麼房價就會上漲。隨著價格的上漲，額外的物業又將
被投入市場以滿足需求。

儘管租賃和投資市場具有獨立的週期，但它們往往會
互相影響。比如說租賃市場呈下滑趨勢，租金增長速度就
會便放緩。面對租金增長速度放緩，房地產投資者也會止
步于高額的房價，因此可能會停止進行購買。如果投資市
場的需求變得冷淡，則價格也會隨之下降。雖然計算市場
週期便於困難，但是你在購買時也可以衡量一下自己投資
房產的未來走勢。

績效評估
在美國私人市場中，沒有一個確切的標準可以讓你比

較你的投資組合。同樣，市場風險也是難以衡量。在股市
中，收益和風險的確定會比較容易一些，但是要衡量一個
房地產的市場表現將更具有挑戰性。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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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房產特點與投資優劣勢瞭解房產特點與投資優劣勢，，
讓你從此買房不吃虧讓你從此買房不吃虧！！ (下)

假如儲蓄是你的目標，你也許因此認為未來一年都得
要勒緊褲帶,事實未必如此。你可能不須在早餐時放棄拿鐵
咖啡，嘗試降低屋主保險的保費反而更能儲蓄。

天普大學風險管理副教授麥克洛斯基（Michael Mc-
Closkey）表示，每家保險公司都有自己一套評斷保險等級
和設定保費的系統。專家說，目前並沒有一種適用所有人
的共通辦法可降低保費，但以下六種方法還算普遍，對許
多人來說都有助於降低成本。

01爭取應有的折扣
長期保單持有人可能認為可以自動獲得新保單的信用

額度和折扣，但事實未必如此。除非開口要求，否則不要
假設能夠自動獲得信用額度等好處。主動詢問有哪些折扣
，是爭取優惠最簡單直接的方法。

02確保信用分數夠好
保險公司在評定保險費率時將信用分數納入考量，保

險公司可能將分數視為評斷一個人責任感的指標。信用好
的人可能會鏟人行道或屋頂上的雪，這些行動有助於減少
理賠。如果自認信用不錯，不妨要求保險公司重新評估他
們的保單，可能會降低保費。

03調整保險細節
保險服務公司Powers Craft Parker＆Beard的個人保險

業務副總裁南茜阿爾巴尼斯（NancyAlbanese）建議，千
萬不要為了省保費而讓保障縮水。但這不表示永遠不該調
整保險細節。

例如，大部分屋主保險都有一項規定，即一個地產可
包括其他結構體，其保險金額等同於主要住宅保險的10％
。在沒有附加結構體或者房產非常便宜的情況下，不妨要
求減少或取消這個保險，可以省錢。此外，也可更改個人

物品和責任險，無論如何，保險金都必須包括主住宅和個
人物品毀損的替換成本。

04增加自付額
麥克洛斯基副教授說，自付額愈高，表示投保人愈能

扛起責任，保險公司知道，被保人增加自付額，表示對自
己愈有信心。阿爾巴尼斯說，一般的自付額是250元、500
元、1000元、2500元和5000元，增加較低層次的自付額可
節省5％到10％的保費，隨著自付額提高，省下來的錢更
可高達15％或更多。

05整並各項保險
在一家公司購買汽車保險和屋主保險可獲得多重保險

折扣優惠，但壽險及其他保險也可能會有降價方案。

06設置安全機制
保險公司最喜歡獎勵採取行動去保護家園免受損失的

人，所以，你家裡安裝煙霧探測器和滅火器，便是爭取保
費優惠的簡單方法。此外，加裝昂貴的備用發電機、水流
檢測設備或颶風百葉窗也可獲得折扣。多數保險公司也對
安裝家庭安全系統的保戶提供折扣，但安裝費不便宜，省
下的保費未必足夠支付，要自行評估、決定。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66種普遍方法種普遍方法，，房屋保險少花錢房屋保險少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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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要和大家分享下投資美國房產。這個可以分
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用現金買房，第二種是通過貸款買房
。今天，為大家逐一、具體地分析一下這兩種情況各自的
租金回報率如何計算。

01、現金買房的租金回報率
現金購買的房產的租金回報率的計算公式很簡單，就

是出租房屋到手的淨收入除以購房的總價。
租金回報率=每年淨房租收入÷購房總價×100%
首先計算購房總價。可以用房屋的標價。整體來說，

美國房屋交易最終價格為標價的98%。
每年淨房租收入=年租金收入-持有房屋費用及出租衍

生出來的相關支出
年租金收入就是跟租戶約定的年租金。為了估計一棟

房屋的未來的年租金收入，可以將附近社區同等條件的、
已出租房屋的租金拿來作比較。例如，我們可以找出周圍
同等條件的、已出租的10套房屋，看看這些房屋的年租金
收入，就可以大致估算出自己想要投資的房屋的未來的租
金收入。

小技巧：通過大數據分析，提供每套房產的租金預估
。可以做為參考。當然，你的經紀人也是好幫手。經紀人
瞭解本地社區，會對房產出租價格有自己的判斷。

房屋相關費用以及出租衍生的相關支出包括以下方面
：房產稅、房屋保險、社區費、維修費、空置期的分攤、
出租管理費等。

房屋出租有空置時間。在計算每年平均的淨房租收入
的時候，應當扣除掉分攤到每年的空置的那段時期的租金
。

根據經驗，一般的房屋租賃合同期為一年，到期可續
約，實際的平均租賃長度可以估計為2年；平均的空置時
間可以估計為一個月；因此，空置期分攤到一年的那一部
分就是半個月的房屋租金。通過確定合理的房租價格，你
就可以將空置期有效地降下來。

俗話說得好，沒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只有租不出去的價格。應當比較周圍
的、同等條件的、已出租的房屋的價格
，然後找到出現頻率最高的那個價格，
再以這個數字，或者是比這個數字稍低
一些的價格作為你的參照價格。

房屋快點地租出去，可以縮短空置
期。相反，如果你定了過高的房租價格
，那麼非常可能少有人來問津，你的房
屋將可能空置更長的一段時間。最後，
綜合下來算一筆賬，前者的收益要高于
後者。

設定合理的房租價格，選擇適合的租戶，對于房屋的
出租收益的保障，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選擇聘用專業的租賃經紀人幫您租賃，那麼你
可以大大地節省您的精力與時間。美國有專業的房屋出租
管理公司，可以幫助您選擇到條件比較好的租客，負責房
屋的維護與修繕，收取租金等服務。租賃的傭金一般是全
年租金總和的8-10%。所以，即使人不在美國，也不需要
擔心房屋的出租管理。

根據房屋的類型、所在位置和房屋狀況的不同，所應
當計算在內的項目也不一樣。讀者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來
自行判斷。例如，獨棟別墅一般沒有社區費，但也有些獨
棟別墅所在的區域有社區規劃、大門及社區公共設施，因
此也要交社區費。

另外，房產稅的稅率在美國每一個州是不一樣的，從
1%到3%不等。所以你在投資之前，應該先確定目標房屋
的稅率。房產稅的數額，可以從房產網站上的房源詳情頁
獲得。也可以與你的經紀人聯繫獲取。

02、貸款買房的租金回報率
貸款購買的房產的租金回報率的計算方法要稍微複雜

一點，但是原理與現金購買是一樣的。我們假設貸款全部
采用每年分期固定還款的方式。

租金回報率=每年淨收入÷自付額×
100%

每年淨收入=年租金收入-持有房屋的費
用以及出租衍生相關的支出-年固定還款額

其中，自付額（頭款）為購房總價減去
銀行貸款。

關于持有房屋的費用以及出租衍生的相
關支出，我們在第一部分裏已經講過，在這
裏就不重複了。

下面我們選取一個案例來分析，看如何
計算租金投資回報率：

一棟2006年建造的334平米的獨立屋，
購買價格為$36萬，自付額(30%)為$108,000
，貸款額為$252,000（30年分期固定攤還，
利率4%，貸款月付$1,203），月租金為$2,
400。

年租金收入= 2,400 × 12 = $28,800
持有房屋的費用以及出租衍生的相關支出包括：
a) 房地產稅：購房總價× 1.2% = $4,320
b) 房屋保險：$815（各房屋因地點、新舊、參保項目

的不同，保費也可能不同）
c) 社區費：無
d) 維修費：預計$300
e) 空置期的分攤：半個月的租金，即$1,200
f) 出租佣金：年租金x 8% = $2,304
持有房屋的費用以及出租衍生的相關支出總計=$8,939
年固定還款額=$1,203 × 12= $14,436
貸款買房淨收入 = $28,800 - $8,939 - $14,436 = $5,425
現金買房淨收入 = $28,800 - $8,939 = $19,861
貸款買房租金回報率 = $5,425 ÷ $108,000 = 5%
現金買房租金回報率 = $19,861 ÷ $360,000 = 5.5%
可以發現，貸款買房和現金買房的租金回報率差異不

大。貸款買房需要的首付資金成本低，如果是投資房，通
過貸款杠杆可以用更少的資金購買更多的房產。另外，貸
款的利率部分可以用來抵稅。

在美國，如果淨的租金回報率在5%以上，那麼就可以
看作是值得投資 的房產了。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I/房地產專日/210922D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產投資的兩種情況美國房產投資的兩種情況：：

現金與貸款的差異現金與貸款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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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传播古琴艺术、制作
古琴以及杨致俭在演奏。

有着 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成熟的、活着的艺
术，为中国所独有，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代表符号之一。北京故宫博物院珍
藏历代古琴88张，是中国古琴文化巨
大的宝库。2017年，当代古琴家杨致
俭因机缘一头钻进故宫古琴艺术的大
门，将故宫古琴文物研究、故宫院藏
古琴复制、古谱复活、古琴演奏、古
琴教学、论文发表、书籍付梓、唱片
出版等工作逐一展开，渐入佳境。他
将自己的所学与时代相结合，全身心
地投入到故宫古琴艺术的研究和活化
之中。

来自上海的古琴家

出生于上海的杨致俭幼承庭训，
从小在父亲的安排下系统学习书法、
绘画、篆刻、笛箫等传统艺术，且极
具艺术天赋。他曾经跟随中国三位古
琴泰斗广泛学习广陵派、虞山派经典
古琴曲目。

2006 年，社会上古琴爱好者还不
多，特别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开埠较
早、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上古琴
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从那一年
起，杨致俭就开始在上海开设古琴教
学。从 《广陵散》 的聂政刺韩王讲到

《大胡笳》 的大才女蔡文姬，从 《离
骚》 作者屈原讲到 《潇湘水云》 的爱
国情怀，他要在中国最国际化的都市
传播中国最经典的传统文化。

杨致俭不但是国家一级演奏员，
连续获得 4 届全国古琴大赛银奖，还
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
斫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由于大学
的专业是“建筑学”，他长于运用科学
量化的方法看待中国传统工艺，最终
在古琴制作中实现“音响学、美学、
材料学、琴学”的和谐统一。在此基
础上，他申报了20多项和古琴制作相
关的专利，并写出 《中国古琴传统制
作艺术》一书。

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专著中，杨致
俭将1300年来唐代传承至今的古琴制
作工艺分拆为 100 多道工序，每个工
序均用“5 步法”阐述，即古代典籍
的论述、工艺详细说明、故宫传世古
琴文物参考图、制作方法和图纸数据
以及验收方法和辅助工具。这本书用
10 万多字、400 多张图片，告诉大家
如何运用传统工艺制作一张真正的
古琴。

2017 年，杨致俭被评为“上海工
匠”。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他第一个“上
海工匠创新工作室”，落户浦东唐镇。
1000多平方米的古琴工作室不但展示
了杨致俭的古琴艺术，也让上海的传统
文化爱好者、古琴爱好者有一处了解千
年古琴艺术的好去处。

故宫古琴的研究和活化

2017 年，杨致俭开始参与故宫博
物院古琴馆的筹备以及故宫古琴艺术
的研究工作。

故宫博物院藏古琴88张，唐宋元
明清各代俱全，以清宫旧藏为主体，
此外还有其它与古琴相关的文物，如
书画、瓷器、玉器等，各类藏品的质
量、数量列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在专注于故宫古琴艺术研究和活
化的过程中，杨致俭真正体会到故宫
是一所艺术大学。在这里，他完成了
从古琴演奏者、制作者到古琴文化研
究者的转变。

过去三四年间，杨致俭研究成果
颇丰。他基于故宫院藏历代古琴文物
和宫廷造办档案，亲自复制多张故宫
院藏名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
要举措。他参与筹备故宫博物院古琴
馆展览，使得原来藏于深宫的历代名
琴得以系统地与公众见面，这是故宫
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初步完成故宫文
物中有关古琴文化部分的梳理和研

究，涉及书画、器物等多个领域，例
如，在北宋著名的 《听琴图》 中发现

“九弦琴”和“宝琴”的影像等重要
信息，并完成相关学术论文。另外，
他还完成故宫院藏明代古琴图谱册《秋
鸿》 的“打谱”工作，让古曲焕发
新生。

在杨致俭所有研究中，尤为值得
一提的是对明代早期古琴曲 《秋鸿》
图谱册的研究。古琴曲 《秋鸿》 描写
秋天里大雁的远征，体量庞大，气象
高远，享有盛名。古琴曲 《秋鸿》 图
谱册按照标题，用36幅绢本水墨工笔
画对应纸本楷书古琴谱，逐次绘制琴
曲的36段场景，并钤有“乾隆御览之
宝”大印八方，是一件集合琴、书、
画、印、装帧以及皇家收藏于一体的
珍贵文物。

2018 年起，杨致俭开始全面研究
古琴曲《秋鸿》图谱册，通过对历代
45 个 《秋鸿》 谱本的整理和对比，
最终论证故宫版本为古琴曲《秋鸿》
存世谱本的最佳版本。他还用两年
的时间完成故宫琴谱文物的分册顺
序、段落勘误和矫正等工作，并出
版 10 万字 《故宫秋鸿研究》 书籍。

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古琴演奏家，
杨致俭完成了 36 段全本 《秋鸿》 琴
曲的“打谱”工作，让与紫禁城同
龄的、600 年前的明代文物上冰冷的
琴谱复活起来。

由于中国古琴谱只记指法，不记
录音高和节奏，后世琴人仅凭纸面曲
谱无法直接演奏，因而产生了“打
谱”工作。所谓“打谱”，即根据古琴
曲原意，结合古谱记录的指法和音
高，由打谱者进行二度创作，重新组
织节拍、勾勒音乐情绪，让已经绝响
的古谱焕发新的生命。

古琴打谱工作专业而艰苦，且对
打谱者要求极高，须精熟古琴之传统
演奏、古指法考证、版本研究，以及对
音乐的理解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故宫版本《秋鸿》琴谱的重生，意义
重大。

以新方式传播古琴艺术

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背
景下，古琴文化传播也需要新的平台
和方式。

从 2008年起，杨致俭参演多届上

海政府组织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上
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古琴大师新
年音乐会”等重要活动和海外演出，
并参与组织“全国17周岁以下青少年
古琴邀请音乐会”“国家级古琴非遗传
承人李祥霆教授古琴独奏音乐会”以
及“中国古琴非遗10周年音乐会”等
重要琴事活动。在他的努力下，古琴
及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认知。

虽然从古到今介绍古琴的书籍并
不少见，古琴曲也一直在被创作和演
绎，但古琴艺术的传承大多是言传身
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播范围。因
此，在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通
过新的技术手段传播“非标准化”的
古琴艺术，始终是杨致俭钻研的课题。

在故宫学校的古琴课堂上，杨致
俭创新运用古代琴谱和现代视频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教学，并编撰 《故宫学
校古琴教材》。他总结了“唱、读、弹、卡”
四步教学法。其中，“唱”就是将旋律唱
给学生听；“读”就是解读古琴特有的

“减字谱”，并将其中的指法信息详细拆
解给学生理解；“弹”就是弹给学生
看，是重要的示范步骤；“卡”就是

“卡拉 OK”式的伴奏。琴箫合奏自古

就是中国文人音乐的重要形式，杨致
俭长于琴箫，他亲自录制箫声配乐，
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音乐的情绪。

此外，为了更好地传播故宫古琴
艺术，杨致俭还运用数字化技术让

《秋鸿》 古琴图谱册中的配图活起来，
构成符合现代审美的视觉、听觉综合
艺术，并在此基础上策划数字化展览
和演出，让更多人感受中国古琴艺术
之美。

中国的古琴有 7 根琴弦、13 个琴
徽。杨致俭生日为 7 月 13 日，他常戏
称自己“为琴而生”。他最大的快乐就
是沉浸于千年的古琴艺术之中。

2021 年对杨致俭来说注定是收获
的一年。故宫古琴馆的 《秋鸿》 特展
即将开幕，他的多部古琴研究著作将
陆续付梓，全本时长28分10秒的《故
宫秋鸿》单曲黑胶唱片将面世。

在过去 3 年多里，杨致俭全身心
投入到故宫的 《秋鸿》 里，本人也像

“秋鸿”一样，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两地
之间。可以这么说，这首著名的古琴
曲“秋鸿”既描写了秋天里大雁的远
征，也象征着杨致俭一生古琴事业的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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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9· 11恐袭事件”，已经过去20年。

2001年9月11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说道：

“今天是所有美国人团结起来寻求正义与和平的日

子。过去，美国击败了自己的敌人，今天的美国人

也会战胜自己的敌人。”

2016年9月11日，奥巴马引用印在美国国徽上

的格言之一“合众为一 (E pluribus unum)”：“他

们试图恐吓我们，希望能激起足够的恐惧，让我们

自相残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重申我们作

为一个国家的特性‘合众为一’是如此重要”。

2020年9月11日，特朗普则表示：“为了纪念

他们（‘911’受害者），我们决心团结一致，作

为一个‘美国’，去捍卫我们的自由，去维护我们

的价值观，去爱我们的邻居。”

2021年9月11日前夕、“9· 11事件”20周年之

际，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缅怀了在袭击中

丧生及受伤的人，并再次呼吁“全国团结”。

20年间，4届美国总统都在重复一个词，“团

结”。讽刺的是如今的美国早已今非昔比，社会加

速割裂愈发难以弥合，令“团结”成了一种“9· 11

念想”。9月 10 日，美国NBC新闻网就指出，

“911事件”曾团结美国，20年后的现在，美国是

分裂。

同日NBC一项民调也显示，“911事件”发生

后的一项民调显示，高达72%的美国民众认为国家

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持反对意见的人只有

11%。但现在，这些数字几乎完全相反。只有29%

的人认为美国处在正确的轨道上，63%的人认为国

家位于错误的轨道上。

综合美联社、路透社9月10日消息，美国总统

拜登“911事件20周年前夕”发表视频称，“针对

美国穆斯林的恐惧、愤怒、怨恨和暴力”扭曲了美

国的团结。拜登认为，“团结”（unity）在“9· 11

事件”后美国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内提供了最强的力

量（greatest strength），这点不能忘记。

美国总统呼吁全国团结之际，关于新冠疫情防

控、拥枪、堕胎权利等问题造成的政治分歧却日益

撕裂美国。

美国知名脱口秀喜剧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乔

恩· 斯图尔特（Jon Stewart，被中国观众称为“囧

司徒”）对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NBC News）

表示，2001年9月12日那天美国曾拥有过空前团结

一致的景象。

2021年，眼见着美军从阿富汗令人难堪的撤军

行动，加上由于国内政局种种龃龉美国仍深陷于新

冠疫情中，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似乎正在经历一场信

心危机。

“囧司徒”表示，“911”后，“一颗装填着

仇恨的延迟炸弹（a delayed bomb）被引爆”，并

正摧毁美国。

美联社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的数据显示，在“9· 11事件

”后，在美国针对阿拉伯裔美国人

、穆斯林等的仇恨犯罪激增，近年

来虽有所减少，但数目从未回到袭

击前的水平。近期，美国针对亚裔

的歧视及仇恨犯罪也有上升。

NBC 在 9 月 10 日的一篇关于

“911”事件的评论文章分析了美国

民意从“统一”走向分裂的进程。

该文援引美国西北大学（North-

western University）的美国史教授迈

克尔· 艾伦（Michael J. Allen）的观

点：与2001年9月时相比，美国现在

自信和乐观的程度要低得多。艾伦

称，冷战后十年间美国以技术为动

力促成了经济增长，在此阶段美国

总统采取的是中间派（presidential

centrism）的政策，而“911事件”标

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美国的这种乐观精神在“911”

恐怖袭击的刺激下，凝聚成了当时

美国团结且高涨的精神状态。

这种精神状态在“911”后一步步走向分崩离

析，NBC的评论文章中列举了这一过程中的一系列

关键事件。

第一条裂痕出现在时任总统小布什时期，当时

小布什政府以涉及恐袭为借口进攻了伊拉克，然而

伊拉克并没有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穆斯林发现自己

被偏执者们（bigots）打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

艾伦教授分析称，布什政府对“911”袭击失

败的外交政策，令当时的共和党领导层以及希拉

里· 克林顿这些支持对伊战争的民主党领导层名誉

扫地（discredited）。

这为奥巴马当选总统铺平了道路，因为奥巴马

是少数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政治人物之一。艾伦

称，“一个新的政治阶层”也随之出现，艾伦称，

“这个新出现的政治阶层更具对抗性，也更少获信

任”。而特朗普随后当选为美国总统。

艾伦表示，如此所造成的“净效应（net effect

）是，美国人更难以在我们面临的任何问题上达成

共识——从新冠病毒到气候变化，从反恐到警务

——致使（美政府）对制定公共政策应对措施无能

为力。”

NBC称，网络也造成了美国分裂的加剧。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授罗伯

特· 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假设说，“可以肯

定地说，如果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今

天，人们的反应会大不相同”。

相反，在2001年“911”发生之后，“这件事

中，我们全都在一起”这样的叙事在媒体中占据了

主导地位，直到2003年3月布什政府开始推动入侵

伊拉克。

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汤普森表示，“这种

温暖、统一的感觉在今天不可能发生。”

据美联社报道，9月11日当天，拜登及其夫人

吉尔· 拜登计划访问纽约市，在“9· 11事件”中，

位于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被两架飞机摧毁，造成了

2753人死亡；此外，拜登夫妇还将访问位于弗吉尼

亚州阿灵顿（Arlington, Virginia）的五角大楼以及

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Shanksville）郊外的

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地。

然而，拜登出席“911”纪念活动的计划可谓

“一波三折”。

此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曾于8月6

日披露了一份由近1800名“911”受害者家属、幸

存者和救援人员所联名签署的声明。声明称，如果

拜登不履行他去年10月在竞选时许下“公布相关

解密档案”的承诺，那么遇难者家属将不希望他参

加 “911”2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

遇难者家属声明还提到，“发现许多证据表明

沙特政府官员支持恐怖袭击事件。”并称如果拜登

不公开相关机密调查档案，将是对沙特政府的“袒

护”。不过NBC在报道中补充称，尽管911事件调

查委员会的报告发现沙特阿拉伯在情报共享方面是

一个“有问题的盟友”（problematic ally），但报

告称“没有证据表明沙特政府或其个别高级官员支

持基地组织”。

就在当地时间9月3日，美国白宫网站发表了

拜登当天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和一份声明，该命令

要求美国司法部和其他相关部门审查、解密并发布

与“911”恐怖袭击有关的部分机密文件。

“我们绝不能忘记在‘911’事件中逝去的生

命，以及给他们亲人带来的痛苦。”拜登在声明中

称，“我的心将继续与他们同在，美国政府也将继

续满怀敬意地与他们沟通，并将倾听他们的声音。

”

《华盛顿邮报》在3日的报道中提到，一些

“911”受害者家属对拜登此举加以了赞赏。有受

害者家属团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的命令“看

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基地”组织的自

杀式袭击者劫持了四架客机，其中两架撞上纽约地

标性商业建筑——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另两

架撞向五角大楼。三架飞机撞击了目标，而另一架

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市附近坠毁。事件共造

成近3000人遇难。

911二十周年，美国从“团结”走向“分裂”

不久前，美国最长的战争狼狈结束，留下的不

是和平，而是新的动荡。一位美国退役军官说，

“世界在这20年里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却发

生在美国自己身上。”

人们猛然发现：美国，仍走不出“最长的一天

”？让我们先用3分钟，回顾一下这20年里，4位

美国总统都做了什么？除了伤痛，还有什么值得深

思？

据信，史密斯是第一个通过无线电报告这场灾

难的警察。

早上8点46分，正在执勤的她听到头顶传来雷

鸣般的噪音，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看见一架宽体

波音767飞机俯冲而来，撞入世贸中心北塔，消失

在一个火球中。

2001年9月11日，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

世贸中心大楼

17分钟后，另一架被劫持的航班撞入南塔。

而史密斯在帮助一名男子逃离灾难现场后，又

返回去想要帮助别人，却在南塔中永远地失去了踪

迹。

20年来，她的女儿帕特里夏只能通过聆听亲戚

朋友的讲述，和在搜索引擎中寻找蛛丝马迹，来拼

凑母亲的形象。

2001年9月11日，遭撞击的世贸中心南塔倒塌

“9月11日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天”，美国纽

约的建筑工人约翰· 菲尔说。他是事发后赶往现场

搜寻受害者的数百人之一。

“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对于那些因此患病

并且仍未痊愈的人，对于那些患病死去的人，这一

天没有结束。”

他在现场被8000磅的钢铁砸到脚，伤势严重

。

为了帮助因“9· 11”落下肺病、癌症、抑郁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的人，他成立了一家基金

会。他还游说国会为这些人提供赔偿。

菲尔受伤的时候34岁，如今他即将迎来55岁

生日，但“在很多方面那感觉就像昨天。”

双子塔周围的烟雾最终散去，五角大楼在袭击

中受损的部分也被修复完成，“9· 11”事件的回响

却绵延不绝。

美国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说，“它改变了我们

政府的工作方式，它改变了保护美国人民的重点。

它改变了美国人今天的生活方式。”

美媒称，很难找到美国人生活中没有受到2001

年9月11日影响的部分。从加强机场安全到警务军

事化，再到持续多年的战争，乃至于美国国家性格

的构成，都有着它的影子。

那一天，不仅仅改变了美国。

2001年10月7日，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誓言“恐怖主义绝不能动摇

美国”，但他不会想到，这场战争最终跨越了四位

美国总统的任期，在2021年8月底才刚刚结束。

当地时间2021年 9月 8日，美国纽约归零地

“9· 11”世贸遗址工作人员在恐袭遇难者姓名石台

上制作拓片给相关家庭

这场战争，击毙了恐袭主谋“基地”组织的头

目本· 拉登，将被美国认定庇护“基地”组织的塔

利班政权赶下台；

这场战争，导致2352名美军丧生，20000多人

受伤；

这场战争，还让40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270

万阿富汗人逃往海外……

而在战争的末尾，美军仓促撤离，塔利班政权

重回喀布尔。一片混乱的喀布尔机场遭遇恐怖袭击

，13名美军死亡，其中有4人，在“9· 11”袭击那

年刚刚出生。

这绵延20年的漫长回响，尾音却不是和平，

而是新的动荡。

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军所有部队撤离阿富汗

后，阿富汗塔利班巴德里特种部队抵达阿富汗机场

美国承诺的重建阿富汗遥遥无期，恐怖主义在

中东持续潜滋暗长。当初信誓旦旦的美国，为何宁

愿吞下这个结局，也要离开？

专家表示，在20年反恐战争期间，美国以万

亿美元为单位，大手笔地挥霍资金。

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却正在因为自身就业、收入

下降、福利等问题而犯愁。美国民众开始渐渐对国家

反恐战争的政策产生厌倦，表达各种不满。美国历届

总统的“撤军”表态，是对这种民意的顺应。

美国的政治精英也明白，在阿富汗的20年，

是一笔“赔本买卖”。如今，他们仍要寻求美国霸

权，不得不对战略部署进行再调整，将重点移出阿

富汗，移向了西太平洋。

事实上，自2001年以来，美国发动反恐战争

并参与了至少24个国家内的战事。美国已在85个

国家内参与反恐行动，占到全球国家总量的44%。

这些战争，共造成约80万人死亡。

除了直观可见的伤亡和损毁外，美国长达20

年的反恐行动，还在不知不觉中留下一个又一个病

根。

反移民政策导致的棘手移民问题，情报系统的

重塑引发隐私权保护争议，还有资金不足令美国基

建项目搁置、民众福祉下降等等……

专家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的反恐计划给自己

造成了全方位综合性的危机。政治极化、种族纷争

，乃至认同危机。美国人自己都在怀疑，“这个美

国到底是谁的美国？”

20年间，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从主

要来自外部的威胁，转变为内部威胁。

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到拉斯维加斯音乐节枪

击案，从白人警察“跪杀”非裔男子到特朗普支持

者冲击美国国会山，本土恐怖主义、极端思潮、种

族歧视……各种“病毒”，正侵蚀着世界最强大的

国家。

“20年前，我们是真正的美利坚合众国，如今

，我们是‘分裂的美国’”，美国空军退役中尉杰

克· 温斯坦说，恐怖主义正在美国生长。

他谈到这场轰动全球的灾难带来的变化时感叹

道，“世界在20年里发生了变化，然而最大的变

化却发生在美国自己身上。2001年9月11日，我们

展现了最好的一面，如今，我们很糟糕。”

美国，究竟何时能过完这“最长的一天”？

那一天，不仅仅改变了美国！“911事件”内情再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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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製造殺人犯製造殺人犯！！

生活故事會，我是講故事的人黃梅子，今天給
您講一部引起轟動的美國紀錄片《making a mur-
der製造殺人犯》。影片講述的是一個令人絕望的
真實故事，一個無辜的人被當地的警察和檢察官兩
次冤枉，判處終身監禁。你會看到人性有多麼的黑
暗醜陋，而命運對這個命苦的人是多麼的殘酷。

《製造殺人犯》由兩位製片人耗時10年完成
，真實地記錄了一家美國底層白人是如何被警察局
和檢察官合夥陷害冤枉。這個故事的主人公steven
是個白人，住在威斯康辛州一個偏僻的一個小鎮上
，全家人在小鎮的郊區開了一家舊車回收場，ste-
ven一家由於幾代人近親通婚，所以全家人智商都
很低，長得也很難看，所以鎮上有一些自認為是上
等人 的白人，比如警察局長的老婆、檢察官的親
戚等白人，非常看不起steven一家。打個比方，
就好像中國的劉家村裏住著一戶姓王的外來戶，肯
定在村裏是勢單力薄，受欺負的。《製造殺人犯》
講的是Steven的故事，steven的智商只有70，正
常人的智商在90-110分之間，120-140是非常聰
明的人，140分以上是天才，那麼智商在55-70之
間的人是輕度弱智，就是很愚笨。這個steven因
為腦子不好使，幹事情從來不能預計後果，所以從
小就到處惹是生非，破壞公物、打架鬥毆、虐待動
物都是常事。Steven所在鎮上的警察一提到他就
咬牙切齒，恨鐵不成鋼。

時間來到了1985年，一天下午，一個叫本森
Beerntsen的女士在海邊跑步，被一個白人男子跟
蹤並拖進樹叢性侵。警察接到報案後，聽完遍地鱗
傷的受害人的描述，立馬覺得這是steve幹的，並
馬上把他抓了起來。盡管Steven有20多個人能證
明他不在場，但當所有帶著偏見的警察都覺得這事
兒是他幹的時候，真相變得並不重要，他們甚至捏
造出了所謂的嫌犯畫像，當然這張畫像看上去很像
steven。最終，在警方的誘導下，記憶模糊的受害
者指認了Steven。憑著這兩項證據，Steven被判
入獄32年，這一年，他23歲。時光飛逝，轉眼間
十年過去了，到了1995年。這天在隔壁縣發生了
一起和1985年類似的性侵婦女案，兇手Gregory
被緝拿歸案。隔壁縣的辦案警官發現Gregory和10
年前那場臭名昭著的Steven案件中對兇手的描述

驚人的相像，而且作為性侵慣犯
的Gregory 在 1985 年案發當天
，逃離了警方的監視，失蹤了一
天。當辦理Steven案件的警局
得到這個消息，說他們可能抓錯
人時，他們選擇了沈默，沒有說
一個字。於是Steven在監獄裏
又繼續蹲了8年。其實在這18年
間，Steven不止一次的被告知：
只要你認罪，你就可以馬上得到
保釋，不用呆在這監獄了”。但
是Steven沒有妥協，他雖然笨
，但有自己的原則，他說：“如
果我做了，我絕不狡辯，但是我
是無辜的，I am going to stay
strong” 所以，他繼續坐牢。時

間來到了2001年，DNA檢測技術開始應用於案件
取證，在“清白組織”的幫助下，Steven案件被
重新審理，實驗室對當時現場發現的毛發做了
DNA 檢測，證明其中有一根毛發，就是來自
Gregory。就是這項重要證據讓Steven重獲自由，
也讓當地司法機構的形象跌到了谷底。這一年，
steven已經41歲，身體發福，胡子拉碴。他的第
一任妻子也在他服刑期間離開了他，那個曾經簡單
快樂的家已經不復存在了。然而當記者問道：“含
冤入獄18年，你不憤怒嗎？”

Steven微笑著回答說：“現在自由了，之前
的憤怒也消失了，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 重獲清白的Steven引起了廣大民眾對美國司法
製度的反省，連州長都親自接見Steven，並簽署
了一項以Steven名字命名的法案，旨在改革州司
法體系，避免冤假錯案。講到這裏，可以說這已經
是一個曲折動人的故事：警方捏造證據，無辜者含
冤入獄18年，神秘兇手浮出水面、DNA證據力挽
狂瀾！紀錄片拍到這裏絕對已經足夠精彩！但我要
告訴你，這個故事，才剛剛開始！

2005年11月5日，Steven再次因謀殺罪被逮
捕，因為一個叫做Teresa的女攝影師失蹤了數天
，而眾多證據都將矛頭指向了Steven，證據①是
：她的汽車在Steven打理的汽車回收廠被找到。
證據②是：Teresa被焚燒後的骨頭在Steven房間
旁邊被挖了出來。證據③是：Teresa的車鑰匙在
Steven房間被發現，並且鑰匙上有Steven的DNA
。證據4：帶有Teresa 的DNA的彈頭在Steven的
車庫被發現。證據⑤：Steven的血跡在Teresa的
車內被發現。證據⑥：這是最駭人聽聞的一點，也
是最關鍵的一點：

Steven的侄子Brendan指證自己和舅舅一起
殺死了Teresa，並把她分屍焚燒。

當這六項證據呈現在你面前時，你不得不這樣
想：這個愚蠢的家夥蹲了18年冤獄，卻在出獄倆
年後真的殺人了！確實，18年的監獄生活對一個
人的改變太大了，

原本不是殺人犯，現在卻成了殺人犯。
《Making a Murderer》可以理解成兩種意思

：捏造了一個殺人犯” 或是“把人逼成了殺人犯

”。沒錯，當任何人這六項證據時，鐵證如山啊，
肯定是Steven幹的無疑了。但是，當我們看到
Steven侄子Brendan的認罪視頻後，我們的想法
又來了一個180度大轉變。在Steven侄子Bren-
dan的認罪視頻中，我們明顯看到了這個只有16
歲、智商不足70（比steven智商更低）的媽寶男
孩，被兩個經驗豐富的偵探牽著鼻子走。調查員哄
騙Brendan如果承認罪行，你媽媽就會高興，你就
可以回家見到她。當對Brendan供認不滿意時，他
們就說“我覺得你在撒謊，你媽媽會不高興的”。
噤若寒蟬的Brendan這時立馬改口成警探想要的答
案。連法庭為Brendan指派的公共律師和調查員，
為了趕快完成任務，都在不斷的誘導Brendan趕快
承認罪行，而不是為他辯護和爭取利益。大家註意
，Brendan是一個智商很低，惟命是從的孩子，面
對經驗豐富的律師和偵探，怎麼可能有招架之力？
我們似乎又看到了1985年Steven第一次被指控的
情景：警方先認定Steven就是兇手，然後不擇手
段地去尋找甚至偽造證據。沒錯，就是偽造證據，
前面那五項證據，很有可能全是偽造的！全是偽造
的！我們來看第一項證據：Teresa的車在Steven
汽車回收廠找到。拜托，Steven就是運營汽車回
收廠的啊，如果他想處理掉這輛車，為什麼不把它
壓成薄片呢？這樣不是很難被找到嗎？第二項證據
：Steven房間旁邊發現焚燒的骨頭。這些骨頭在
分散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很可能是從別處移動到這
裏的。第三項證據：在Steven房間內發現Teresa
車鑰匙。警方在Steven家中搜查了數日無果，突
然有一天，在地板上一個很明顯的位置，這把鑰匙
神奇地出現了，而且上面只有Steven的DNA，竟
然沒有車主人Teresa的DNA。發現這個證據的警
官叫Lenk。第四項證據：帶有Teresa DNA的彈頭
在Steven的車庫被發現。之前為期十幾天的搜查
，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而這個彈頭是在案件發生後
4個月，突然有一天被發現的。發現這個證據的警
官依然是Lenk... 第五項證據，Steven的血跡在
Teresa的車內被發現。雖然經檢測這確實是Ste-
ven的血，但車內沒有任何Steven的指紋，而且
，Steven的律師在調查過程中驚人地發現，1985
年那起強奸案抽取的Steven血樣試管盛放盒，封
條竟然是斷開的。打開一看，盛血的試管竟然被紮
了一個小眼！車內發現的Steven的血跡，很有可
能就是從這裏抽出來抹在車裏面，用來陷害Ste-
ven。而負責管理Steven 1985年的

卷宗和證物的警官，正是這位Lenk！
而且這位Lenk警官就是1995年，忽視了另一

個兇手可能存在的重要信息，讓Steven多坐了8
年牢的警官。按照規定，他本人應該回避這個案子
，但他依然主動提出搜查Steven的住處，汽車、
血跡、鑰匙、彈殼這四項重要證據被發現時，他都
在場！說到這裏，所有人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氣，
這麼多警察費這麼多功夫陷害一個人，可能嗎？但
是，其實十分可能！因為，案發時，Steven正在
要求冤枉自己的有關部門賠償自己3600萬美金，
如果成功，整個當地警局肯定會破產，所以警局絕
對有作案動機。可是因為steven被控謀殺terrasha

被關進了監獄，他最後不得不接受警方對於他第一
起強奸案的40萬美金賠償金，只為雇2個優秀的
律師為自己被冤枉的第二個謀殺案辯護。在法庭上
，盡管公訴方提供的證據疑點重重，但是Steven
的律師也拿不出實質性證據來證明這些證據就是假
的。於是，在經歷了法庭上的你來我往的陳述、雄
辯過後，陪審團得出了自己的判決：謀殺罪成立。
法庭判處他終身監禁。Steven的侄子brandom同
樣受到指控，在證據只有自己那段被脅迫下說出的
證詞的情況下，也被判謀殺罪成立，刑期為終身監
禁。兩人屢次上訴未果，到今天為止，仍在監獄服
刑。

Steven將他第一次坐了18年冤獄所得到的賠
償40萬美元全部用來請律師，錢用光了，案子依
然沒翻過來，依然是鐵案。而他的侄子brandom
更慘，他沒錢請不起好律師，法庭指派的免費律師
迫不及待地要置他於死地。有嚴重利益沖突的警官
，竟然不避嫌繼續參加重要的搜查。警探用所謂的
“技巧”誘導認罪。陪審團內部有著嚴重的偏見和
歧視。決定判決結果的12位陪審團成員，有一些
在庭審發生前就已經認定Steven有罪。小道消息
稱”陪審團裏面還有好幾個人和警察局的人還有說
不清道不明的親戚關系“。這部紀錄片的兩位製片
人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也曾透露，有一位陪審團成員
後來覺得內心有愧，打電話向她們揭露當時在小房
間裏還發生了賄選的行為。

侄子brandom幾經周折終於有機會可以在59
歲時被假釋，想想看，從16歲坐牢坐到59歲，想
想都覺得慘，不瘋了才怪！而steven用光了自己
所有的上訴機會，只能在獄中自學法律，等待新的
證據來解救自己。強大又冰冷的國家機器把這個小
人物牢牢地捏在手裏，好在還有人沒有放棄抗爭，
steven自己也沒有。這些年間，史蒂芬和幫助他的
律師反復的上訴和提議，但是希望也一次次地化為
泡影：

駁回，維持原判，不予受理，自由似乎與史蒂
芬離得越來越遠。叔侄倆一生中最好的年華，全都
在冤獄中荒廢。

紀錄片《製造殺人犯》播出後，全美國輿論爆
炸，有50萬人聯名在白宮的網站上請願，請求奧
巴馬總統特赦steven。但是總統的回答是，這個案
子是州審判的，聯邦政府無權推翻。講到這裏，這
樁案件的故事我已經交代完了，Steven是否有罪
，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結論。如果您想了解詳細的
案情，可以去netflix找到這部紀錄片《making a
murder製造殺人犯》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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