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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療

9198 Bellaire Blvd #C, Housotn,TX 77036(@Ranchester Dr.)茶典子旁

由廣東四大名醫李廣海傳人羅榮華醫師坐診

跌打、扭傷、腰疼
肩周炎、腳跟骨刺等






足療
20元1小時
100元/6次
Open 7 day A Week
10:00am-10:00pm

713-272-8838

跌打足療

11567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駿傑貸款和保險
9600 Bellaire Blvd Suite 130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廣場內)

通國、粵語、英語

精辦：住宅和商業地產貸款（貸不到款絕不收費）
3%低首期和淨值套現貸款﹐可以不查收入﹐不查銀行存款﹒

代理多家保險公司,保費低,服務好
專營：汽車,房屋,商業,人壽

Minnie Chen
陳敏妮貸款/保險經紀
832-677-3188
RMLO NMLS#316118
minnie.fasteasy@gmail.com

Yvonne Chee
徐秀桃貸款經紀

832-535-8860
RMLO NMLS#1181437

yvonnestchee@gmail.com聘請貸款、保險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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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座電話：(713) 779-2288









天天茶市

7320 S.W. FWY #115, Houston, TX 77074

鳳城海鮮酒家

游水加州珊瑚蝦
阿拉斯加皇帝蟹
波士頓龍蝦皇
西雅圖大蟹
紐約游水黑斑
加州游水紅斑

西雅圖游水彩龍魚
波士頓活帶子
西雅圖大蟹

連
續
七
年
獲Cha nn e l13

B lue
Ribbon

殊
榮

秘制鹹豬手
特色牛仔粒

燒汁法國鵝肝什菌
鳳城精巧骨
日式響螺雞

紅蔥頭走地雞
蜜汁燒豬頸肉
澳門燒腩仔
鳳城秘制骨
中山魚頭煲

燒汁什菌鵝腸
木瓜牛仔骨煲

乾燒原只帶子皇

獨家推出

服務休斯頓25載 豪華禮堂，多間VIP房，宴客首選。

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飲
茶

時
間

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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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的購買是一件參與程度較
大，信息需求也較大的行為，尤其是
作為投資使用，那更是需要謹慎。對

于很多想要在美國投資房地產的人
來說，關注下面的這三大宏觀要點的
數據或許有一定參考價值。

一、人口變化
人口變化包括自然人口增長、新

移民增長和往城市遷移人口增長三

部分。其中新移民已經成為人口增長
的重要來源，自然人口增長則是一個
非常慢的指標，數值通常是最近的一
次人口普查結果，是從當地市政廳獲
得的數據。在人口快速增長期，將會
帶動當地住房市場需求的增加，進而
帶動房地產業、建築業等相關行業的
發展，國民經濟總體也處于較快增長
期。

二、就業率
就業率是指某一時點內就業人

口數占經濟活動人口數(就業人口數+
失業人口數)的比例。一個國家的就業
狀况與其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社會
發展等問題是交互並行的，就業率的
高低甚至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
國家政權的鞏固。全球每一個國家都
把全民就業放到了政府工作的重要
位置。

三、外匯匯率
海外買房，房價高低固然是首

要因素，但兩國之間的外匯匯率也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選擇在正確的
時機進行投資，可以降低買房成本，
相當于房價直接打折。雖然一個國
家匯率貶值會導致當地一系列的通
貨膨脹，房價也會隨之攀升，但在正
常匯率浮動水平下，這種調整一般
是緩慢且平穩的。一般來說查詢最
新的匯率，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上網
利用百度或者googel查詢。如果擔
心不夠準確，可以去當地銀行諮詢
。

話說，傾注一個具體市場，其
宏觀市場環境是 不可忽略的要素。
房地產是近幾年投資回報比較大
的行業，但是對于宏觀環境的把握
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的關注也是必

不可少的。文章來源：網絡

投資美國房產
需要注意的三大宏觀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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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還是CONDO
這是個問題

美國買房

上

I/房地產專日/161004A簡 房地產現況 上

買房的人經常會問這個問題，買
HOUSE 好還是買 CONDO 好？如果買
HOUSE，一層好還是二層好？這要從幾
個方面進行分析，同時你還要問問自
己想過什麼樣的生活，你的需求是什
麼。？

1.投入和回報
HOUSE擁有土地權，增值空間大

，更加保值。但前期資金投入大。
Condo 前期投入小，Dow？Pay-

ment一般來說會少些，這給很多沒什
麼積蓄的年輕人一個可負擔得起的住
房選擇。

2.維護工作
你喜歡做木工嗎？你喜歡做電工

嗎？你喜歡瞭解各種房子的知識，修修
補補，打理花園，鏟雪除草嗎？你願意
並且也比較空閑做這些事情嗎？其實
大部分不是很喜歡修修補補的工作，

不過如果你是個願意並有時間動手的
人，住在 House 是個不錯的選擇，
House 可以保持你忙碌，鍛煉你的各
種動手能力，給你建設家園更多的成
就感。

住在 Condo裏，管理公司會處理
大部分的維護工作，公共花園的打理，
屋子裏需要你動手的地方很少(我住
在 Cond？4 年了，就換過燈泡和報警
器)，主要也就是擺擺家具，挂挂畫。你
要付管理費，好在是大家一起出。住在
House裏你也可以雇傭別人幫你做這
些事情。

3.維護成本
如果是在市區，大部分的 House

是老房子，所以你要準備隨時會有突
發的維護工作，修補工作，你要負擔水
電氣、保險、熱水爐租賃等等費用。不
過還是那句話，如果你是一個動手能

力強的人，這些東西難不倒你。你也會
成為精明的業主來控制你的日常水電
開支。

住在Condo裏不用擔心你大門以
外的維護工作，管理處會從你繳納的
儲備基金裏支付維修費用。現在新的
Condo都是中央空調，通常你只需要
支付電費，或者再加上水費。不過要注
意的是，如果大樓維護的不好，維修費
用增加，你的管理費用也會增加，你不
能自主的控制你的成本，這讓人感覺
不舒服。一些老的 Condo可能面臨著
大額額外的支出去維修某一問題，你
要千萬注意。

4.空間、後院和陽臺
House的空間一般比Condo大很

多，有地下室和車庫，可以讓你為所欲
為。

Condo空間較小，你要仔細規劃，
買多了東西就放不下。不是每個人都
喜歡大的空間，大空間意味著更多的
清潔工作。有的人喜歡臥室在二層或
者三層，這樣子家裏人活動的時候可
以互不干擾，但是有些人喜歡所有的
房間都在一層，這樣避免爬樓梯。還有
，很多人希望有個後院可以讓孩子玩
耍，燒烤，朋友聚會。而住 Condo的人
喜歡能夠看到遠一點的風景。

5.附屬設施
現在大部分Condo都配

備有健身房、檯球室、瑜伽練
習室、Part？Room 等，有的還
有游泳池。很多人希望所有
這些設施都在自己腳邊，因
此選擇 Condo。不過維護的

費用是從你每個
月的管理費中出
的。如果你基本不
用這些東西，那住
Hous？、就可以幫
你省下這些費用。

6.地點
大 部 分 的

Condo 都 有 著 便
利的公共交通，便
利的生活娛樂設
施在附近。基本上
大部分的文化、娛
樂設施、學校都在
方便的範圍。對于
在市區上班的人

來說，住在地鐵沿線極大地節省了通
勤的成本和時間。

如果你想要在同樣地區買一個
House？你需要付出3倍的價錢。

7.個人隱私和鄰里關係
住在House裏，通常你有著更好

的個人隱私，同時有著更好的鄰里關
係，夏天你們經常會一起交流打理花
園的經驗。

住在 Condo理，你需要和別人分
享很多公共設施，你的房子和鄰居只
有一墻之隔，但是你和鄰居們可能老
死不相往來，因為 Condo的住戶流動
很快。

8.安全、服務
現在一般的新的 Condo 都是有

24小時的保安和前臺服務，裝有視頻
監控系統、煙感和煤氣感應系統，外人
進入Condo需要通過呼叫住戶或者前
臺登記，安全度較高。同時前臺服務幫
你接受快遞，呼叫各類水電維修服務，
借給你一些器具，在你旅游的時候幫

你監督家庭財產
的安全。

House 由 屋
主獨立負責，沒有
任何限制(除了法
律規定的)，你需
要自己安裝安全
系統。它的安全性取决于房屋本身，還
有周邊環境的因素。在防盜措施方面
略遜Condo一籌。

9.限制
在得到許多服務的同時，住在

Condo裏你要接受許多限制，比如養
寵物的限制，居住人數的限制等等。你
可以在協議許可的範圍內隨心改造自
己的私人領地，但對于公共空間則僅
有使用權。

總而言之，搜房網表示，買 CON-
DO還是買HOUSE，要理性分析，根據
個人需求和喜好來决定，沒有絕對的
好還是不好，在分析利弊之後，買房者
應結合自身的具體情况做出明智的决
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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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女戰士王永忠的一生：
三任丈夫都是烈士

王永忠曾是红四方面军妇女

独立团的一名指导员，弹无虚发

的神枪手，1913年8月生于四川苍

溪县云峰乡一个穷人家庭。因家

中贫穷，她从小就被卖到外地当

童养媳。

因为“婆家”只让干活不给

饭吃，王永忠逃跑过好几次，每

次被抓回去，都少不了挨一顿毒

打。后来，倔强的王永忠跟着中

共秘密党员来到通南巴地区，成

为儿童先锋队的第一个成员暨队

长。在这里，王永忠的大嗓门和

好记性派上了用场，歌声吸引了

不少吃不饱饭和爱看热闹的小孩

子，她领导的儿童先锋队，迅速

扩大到200多人。

1932年8月，王永忠成了红军

的一员，介绍她参军入党的是红

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不

久之后，王永忠就当上了妇女独

立营的连长，带领女兵学习、训

练。不到3个月，王永忠改任指导

员，佩上了盒子枪。

不久，王永忠所在连队来了

个叫陈玉高的军事教官，陈是河

南人，教女战士们拆枪打枪，后

来他与王永忠结为夫妻。

不幸的是，就在他们成亲的

第二天，陈玉高就在一次战斗中

牺牲了。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

候，王永忠才知道，自己的父亲

和两个弟弟也参加了红军。强渡

嘉陵江天险时，在等待过江的队

伍中，她一眼认出了多年没见的

父亲。“女儿，一起革命！”父

亲只对王永忠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是父女俩最后一次见面。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同红

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永忠所

在的妇女团决定给战士们送布

鞋。她连着干了几天几夜，一个

人就做了100多双布鞋。

1936年 10月，红军西征，当

时王永忠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

传队工作，经组织安排，她和红

九军的干部、河南人马金六结了

婚。

然而结婚3天后，西路军在甘

肃倪家营子与数倍于敌的马匪军

展开激战，王永忠右腿和右臂中

弹负伤昏迷，马金六也牺牲了。

王永忠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已

是夜里。蒙眬中，她看见敌人正

在检查有没有活着的红军，所幸

的是，她身上压着一具尸体，她

屏住呼吸，终于等到敌人全部离

开。她用尽力气掀开死尸想站起

来，却发现自己负了重伤，根本

没法走路，强烈的求生念头让她

使出全身力气向前爬。天快亮

时，王永忠终于看见前方一个石

洞里有火光，她便一步一挪爬过

去，对着洞里喊：“救救我……”

这时，一个 70 多岁的老头

闻声走了出来，一看到浑身是血

的王永忠，吓得一边摆手一边发

抖：“你是红军，我怎么敢救你

啊……”

“求求你……”王永忠的声

音越来越微弱。洞里又走出一个

老太太，看见血肉模糊的王永

忠，不禁眼泪掉了下来。老两口

平常商量了一会儿，把王永忠抱

到了他们家的地窖里。

好心的老人冒着马家军挨家

挨户搜查的危险，收留下了奄奄

一息的王永忠。老两口平常靠采

草药换粮食为生，懂得一些简单

的卫生知识。他们用草药替王永

忠冲洗、包扎伤口。王永忠总算

是保住了性命。治疗期间，王永

忠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

给牺牲了的丈夫留下一条血脉，

她坚定了要活下去的勇气就这

样，等外面的风声似乎没那么紧

了，王永忠才出了地窖，留在这

户石洞人家里住下来。老两口

对外一致声称因膝下无儿无女，

所以收了个乞讨来的哑女做干

女儿。

对于后来的西安事变和八路

军在兰州设办事处收留西路军的

事，王永忠一无所知，自我保护

的本能告诉她，必须隐瞒身份。

在石洞住的那段时间，她给附近

的淘金人干针线活时，都会用锅

底的黑灰把脸抹脏，戴上羊皮帽

子，穿上件烂皮袄，装成哑巴。

在给一户人家做活的时候，

王永忠无意中听到了西路军全军

覆没的消息，想放声痛哭又不敢

出声，只好“强忍眼泪，咿咿呀

呀地对着天大叫了几声”。

几个月后，王永忠临产，由

于难产，她折腾了三天三夜，终

于在第三天天色刚黑的时候生下

一个男婴，小名“黑娃”。

老两口去世后，王永忠带着

孩子离开了那个石洞。她走到哪

里，就在哪里干针线活挣钱，吃

百家饭的黑娃也在流浪途中渐渐

长大。

解放战争期间，王永忠仍然

带着孩子在甘肃流浪。走到肃

南裕固族自治县时，王永忠遇上

了一个姓王的解放军，被收留安

顿了下来。王永忠不记得他的

名字了，只知道别人都叫他“王

司令”。在一起生活的两年多

里，“王司令”带给王永忠最大

的幸福，是修了一间砖房，那

是她长征以来住过的唯一可以叫

做“房子”的地方。未曾想，两

年后，“王司令”在剿匪作战中

牺牲，王永忠又成了无依无靠的

人。

解放后，王永忠定居肃南

县，20世纪 90年代迁回家乡苍溪

县云峰公社和平大队。

在王永忠保存的证件里，有

一张 1963 年颁发的优待证，她

被列入“牺牲病故失踪军人家

属”，每月补助 10元。王永忠自

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作为哪一个

丈夫的家属享受的这项待遇，因

为，那3个男人都是烈士。

1987 年，王永忠的红军身份

终于得到了认定，身体的伤残也

得到了确认，伤残证上写着“二

等乙级伤残，骨折，右肘关节功

能丧失”。

抗美援朝的时候，王永忠唯

一的儿子马登云即黑娃 23岁。马

登云本来只想安安稳稳地当个农

民，种田收粮、结婚生子，但母

亲说“年轻人就要打仗，把美国

人打跑”，硬是让他走上了朝鲜

战场。

上甘岭战役前夕，侦察班长

马登云在一次执行任务返回途中

遭遇敌机轰炸，失去了左臂，回

国后被评为一等乙级伤残军人。

后来，在王永忠的坚持下，

大孙子马山虎去了西藏边防部队

当兵。小孙子马国军 1994年高考

离大学录取线只差 0.5分，又是奶

奶让他去当兵，后从北京军区炮

兵部队退伍。“爷爷马金六是回

族人，家离少林寺不远”。2000

年，根据奶奶记忆中的唯一线

索，一心想要寻根的马国军去河

南寻找爷爷老家的亲人，在河南

待了半年却一无所获。

晚年的王永忠，把徐向前元

帅家人送的一床毯子，还有西

路军老红军光荣证，开国将军、

苍溪老乡任荣寄来的问候信和

一枚瓷质毛主席像视为宝贝，

不轻易拿出来示人。70多年来，

相信党、跟党走，是她“认准

的死理”。

2008年，96岁的王永忠走完

了她坎坷而又曲折的一生。

莫言：因"文革"辍學務農
为娶石匠女兒當作家

提起莫言，人们首先想

到的可能是电影《红高粱》

里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和黄

土地上张扬的生命力，那里

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高

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

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

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构

筑的文学故乡。他的小说创

作几乎从未离开高密，那是

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他在

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

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挖

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从辍学回家的放牛娃到

享誉世界的名作家，莫言的

文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

他一步步探索出了独特的创

作风格，天马行空的叙述，

陌生化的处理，带有明显的

“先锋”色彩。

小时候

小学辍学务农
莫言，本名管谟业，

1955年 2月 17日出生于山东

高密县河崖镇平安村。莫言

的文学道路并不一帆风顺，

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

小时候在家乡上学时，

莫言的文学功底很好，作文

写得非常漂亮，经常被老师

当作范文朗诵。1967年小学

五年级时，他因文革和得罪

别人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当

起放牛娃。莫言曾说，他小

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

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

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

儿当老婆。

当兵时

投稿屡遭退稿
长大后，20多岁的莫言

离开家乡当了兵，历任班长、

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

干事等职。那时，他又拿起

笔开始写作，作家梦在这个

年轻人的内心再次熊熊燃

起。当时，莫言写了很多作

品，向全国报纸、杂志投

稿。他一般都选择地市级刊

物投稿，而不是大报大刊。

每次莫言都满怀信心地

把厚厚的稿纸装进信封，之

后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地等

待，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破烂

不堪的退稿信封，里面最多

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

信。

1981

开始发表之路

1981年的一天，莫言收

到一封保定市《莲池》编辑

部的信，他发表了人生的第

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

霏》。同年，他的女儿管笑

笑出生。

1984年秋天，尚不知名

的莫言得到解放军艺术学院

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

中先生的赏识，进入该系学

习。军艺的学习对莫言的创

作影响巨大，他曾说：“军

艺使我的创作产生了一个巨

大的转折。我明白了只有跟

别人不同，才有可能冒出头

来。”

至今，莫言共发表了80

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

说、11部长篇小说，出版过

5 部散文集、一套散文全

集、9部影视文学剧本，以

及两部话剧作品。他的作品

还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

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

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

十几种语言。

1985

形成自我风格
1985年，莫言发表了中

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

赢得全国性声誉，这成为他

的成名作。这部小说与短篇

小说《枯河》是姐妹篇，都

有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的惨

痛记忆。1967年，12岁的莫

言在工地旁因饥饿难耐，偷

拔了生产队的一根红萝卜，

被押送到工地进行批斗。他

在毛主席像前痛哭流涕，申

明再也不敢了，回家后又遭

到父亲的毒打。

《透明的红萝卜》属于

莫言探索和逐渐形成语言风

格的作品，此前他的十几篇

短篇作品都可以看做是摸索

和积累。《透明的红萝卜》

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被

侮辱、被损害、被遗忘的

“黑孩”形象。莫言曾经说

过，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说中

找一个原型，那一定是“黑

孩”。他说：“《透明的红

萝卜》发表后，我感觉过去

几十年在农村积累的素材、

我本人的经历都可以变成很

好的小说。”

1986

引起文坛轰动
在军艺的两年里，尽管

白天要上课，但莫言还是写

出了 80 多万字的小说，其

中包括《红高粱》。小说

《红高粱》1986年发表后，

在文坛上引起震动。

莫言把《红高粱》电影

版权以 800元卖给了当时的

摄影师张艺谋。电影由姜

文、巩俐主演，1988年获得

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

注。电影里，余占螯在红高

粱地里拦路打劫戴凤莲，这

场戏就在莫言的家乡取景拍

摄。另外，导演霍建起把

《白狗秋千架》改编成了电

影《暖》，里面第一次出现

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

地理概念。

1995

身处风口浪尖
在写完《红高粱》系列

之后，莫言开始了长篇小说

的创作。38岁的莫言在1993

年推出了长篇小说《酒国》，

那时下海大潮汹涌，文学遭

遇冷落。莫言闲居在高密家

里，有充分的时间构思和斟

酌作品。

1995年春天，莫言花83

天完成了他最具争议的作品

《丰乳肥臀》。洋洋 50 万

言的小说因内容尖锐而引起

轩然大波。在他获得“大家

文学奖”10万元奖金后，各

种冷嘲热讽接踵而至，批判、

挖苦源源不绝。但也有人说

这是一部杰作。对于争议，

莫言曾说：“我觉得你可以

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

要了解我的文学世界，你应

该看看《丰乳肥臀》。”这

是莫言一部总结性的小说，

从此，他结束了从《红高粱》

开始的高密东北乡家族小说

的写作。

2011获茅盾文学

奖
《丰乳肥臀》后，莫言

暂停了小说的创作，期间写

了《红树林》等影视剧本，

还创作了很多散文等。直到

1999年，他连续在《收获》

杂志上发表了四部中篇小

说，由此重返小说界。

此后几年，他陆续出版

了长篇小说《四十一炮》

《檀香刑》《生死疲劳》和

《蛙》，至今已经出版了11

部长篇小说。其中，2009年

底出版的《蛙》于 2011年 8

月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莫言后期的创作速度越来越

慢，因为他希望每一部作品

都有些新的变化。在文学的

道路上，莫言在艰难而又幸

福地跋涉着。当年在《莲池》

上发表《春夜雨霏霏》的那

位 20 岁出头的青年战士，

已经成长为一名享有世界声

誉的著名作家。

大事记
1955年 2月生于山东高

密。

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

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

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

术学院文学系。

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

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

班并获硕士学位。

1997年调至《检察日报》

工作。

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

家富豪榜发布，莫言以 10

年 34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

第20位。

2011年 8月，长篇小说

《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1 年 11 月受聘请为

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2011 年 11 月 24 日当选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2年 5月受聘为华东

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

2012 年 10 月 11 日获诺

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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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爲什么不想回家
3大原因你中了多少

现实生活中，很多已婚男人

在下班后想着的不是回家，这其

中的因素有很多，网上的调差显

示，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

一项最新的调查结果表明，一

些已婚男士80%以上都表示一星期

中，能按时回家的天数最多两三

天，那剩下的四五天在外面干嘛

呢？那么男人为什么不喜欢回家？

男人不想回家的原因是什么？

男人是那种有很多事都不愿

意说出来的那种人，都喜欢把事情

放在心里面，夫妻之间发生了不愉

快，男人总是不愿说出来，这样只

会加剧男人不想回家的欲望，下面

小编就给大家说说男人不回家的原

因，希望看后有所思考。

现实生活中，很多已婚男人

在下班后想着的不是回家，这其

中的因素有很多，网上的调差显

示，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

外部世界太精彩，男人是喜欢玩

的人；男人的社会性决定朋友多，

应酬也多；对妻子的审美疲劳。

从“家”这个中文构词的象

形来看，家是宝盖下面的猪，宝

盖指屋顶，猪指被房子内住着的

人。如果我们把女人象征为宝盖：

家，那么男人是女人养的猪。但

其实“豕”这个词指野猪，没有

驯服好的猪，这样的猪莽撞，勇

敢、心粗，不主动攻击，惹急了

天皇老子也不怕，容易被迷惑，

却难制服。

女人本身是个家，男人没有

家，除非有一个女人愿意要他，男

人才会有家。从文化涵养来说，家

是休养生息，遮风避雨，生命繁衍

生长的地方。女人象征养育，男

人象征创造。男人需要女人来养

育，女人的生活需要男人创造。有

人说男人是为了女人活着，女人却

是为了生育与养育后代活着。天下

的男人都是女人养育的，是女人

身体上掉下来的肉，所以男人要

辛勤劳动来回报女人。

男人不想回家的原因

一、外部世界太精彩，男人

是喜欢玩的人。

二、男人的社会性决定朋友

多，应酬也多。

三、对妻子的审美疲劳。

这些说法都是表面的解释，不

是男人骨子里的需要。男人的血液里

流着“豕”一样精神，你可以怠慢

他，却不能羞辱他。你可以要求他，

却不能不让他在家随意与懒散。如果

让在家的男人感觉没有尊严，没有闲

适，那么他宁肯一个人孤单漂泊也不

会屈服。不过被女人驯服了的男人失

去了豕一样的豪气，可以任由你嘲

讽，唠叨，不把他当人他也不生气。

前提是他是否曾得到像家猪那些好

处，女人是否曾让男人的自尊像豕

那样得到满足与敬畏。

婚姻是那个宝盖，女人的

爱、宽容、忍让与温暖是收住男

人心的圈，只有猪圈打得牢，男

人的心才会失却“豕”样的野。

不过，所有女性的温柔都是那个

陷阱一样的圈，从家走失的男人

也许更容易掉入别人的圈。家有

两种，一种是现实中的家：房子；

一种是心理的家：男人心里没有

家，心中没家的男人渴望回家。

如果家不像女性子宫那样爱与包

容，无数次开门，关门，回家就

只是男人心理上的一种强迫行

为。找不到爱的男人会跟很多女

人性生活，穿衣，脱衣，其实也

是在重复那种回家的仪式，但终

究还是没有家。

对男人来说，女人身体里的子宫

就是男人的家，出生在此，幸福

在此，死亡也在此。性与爱是男

人渴望回到母体（家）的象征，

坟墓是另外一个回归的象征。看

看古代人修建的墓，长长的甬

道，通向一个子宫般的房子。男

人的灵魂需要在女性的身体里找

到落处，所以让灵魂安息的墓的

拼音与母的拼音是一样的。从象

征意义来说，女人身体拥有子

宫，女人就拥有一个家，能够像

子宫那样无私的包容男人的女

人，是男人终极渴望的家。

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科學告訴你 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男人偏好什么樣的女人
对于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这个问题，一直是女人想挖掘

的。因为主观审美不同，很难说

什么样的女人男人才会喜欢。不

过最近科学家做了一项研究，概

括出了吸引男人眼球的特质。

男人和女人都时常好奇什么

样子才会讨异性的喜欢。很多

“专家”想让女人们相信，抓住

男人的眼球其实很简单，无非穿

得清凉一点或者散发出特定的味

道。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男性

的注意力远比小短裙和好闻的香

水复杂。比如说，女人衣服的颜

色可能会比衣服本身更令人心

动。以下是 5种吸引男人注意力

的女人：

化个得体的淡妆

男人确实觉得化妆的女人有

魅力，不过妆容的类型和位置更

加重要。约会网站及手机应用

Zoosk 最近分析了 1200 名女性的

形象资料，以便确认男人是不是

真的更喜欢“全天然”的样子，

以及如果是的话，是否还喜欢化

妆的女人。比起来没有眼妆的女

人，画了眼影的女人收到男人私

信的可能性高出139%。口红让女

人得到约会的概率也比嘴唇上什

么都不抹高出119%。另一方面，

对 1800 名男性 Zoosk 用户的调查

表明，男人不大愿意向化了浓重

彩妆或者暗色妆的女人发信息，

因为她们“看起来”不自然。

所以说，女人疯狂投资在护

肤品和化妆品上的行为还是可取

的，虽然男人为此常常吐槽。但

是，他们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他们

心底真实的想法

腰和臀部是重点

女人身体是她寻求理想伴侣

的重要资本，尤其是其腰围和臀

围的比值，又称腰臀比。男人不

仅会把腰臀比和总体健康联系起

来，还会将其与生殖力挂钩。证

据也表明，腰臀比是女性雌激素

水平、肥胖风险，以及对糖尿

病、卵巢癌和心脏病等重大疾病

易感性的重要指症。腰臀比的计

算是用髋骨上方的腰部周长除以

臀部最宽处的周长。女性的理想

腰臀比是0.7，男性的是0.9。

穿红色衣服

尽管女人的嘴唇和眼睛被涂

成彩色比较不容易激起男人的兴

趣，色彩鲜艳的衣服，尤其是红

色的，却相当能吸引男性的目

光。罗彻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向

男性展示了一些相框为红色或者

白色的女性照片，询问：“你认

为此人有多么漂亮？”另一部分

研究者展示了同样的照片，只不

过女人的衬衫被修改成了红色或

者蓝色，然后询问受试男性：

“假设你要与此人约会，而且兜

里有 100美元。你愿意在约会中

花掉多少钱？”在红色相框中或

者穿红衣的女人明显更容易被认

为有吸引力或者性感，男人倾向

于在与她们共度的浪漫夜晚花掉

更多的钱。为何红色最让男人怦

然心动？请戳这里。

贤妻良母还是有吸引力

大多数女人喜欢所谓“坏小

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男

人对于女人带有的不友好特质又

有何看法呢？最近发表在《个体

与社会心理学会刊》（Personali-

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上的一项研究证实，在第一次浪

漫交锋当中，男人的响应性或者

对女人需求、愿望的支持，对女

人来说意义非常小。令人惊讶的

是，女人的响应性却会提高男人

对其吸引力的感知以及性唤起。

此外，女性吸引力会影响一个女

人在男人眼中有多少女人味，并

决定男人是否愿意寻求短期或者

长期交往关系。

声音也能表达魅力

声音的吸引力对约会双方来

说都作用重大，研究表明，女人

更倾向于觉得声音低沉的男人有

魅力，男人却觉得音调高的女人

招人喜欢。和动物的叫声类似，

人类语声表达的情绪能向听者传

达体型信息。所以当女人听到深

沉的男声，她会将其与较大的体

型联系起来。相应地，当男人听

到女人尖细的嗓音，也会联想到

娇小玲珑的身材。

经典男人恋爱心理：

1、男人在感情的王国里，

绝对是个昏君。女人只要肯奉

承，他什么都答应。

2、男人很容易喜欢一个女

人，却不轻易深爱一个女人。

3、男人普遍喜欢外表温柔

的女子，宁愿把精力花在事业或

其他地方，也不愿全用来征服女

人。

4、男人都不太重视对自己

太好的女人。

5、男人都怕女人死缠烂打，

但喜欢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没追上

的女人。

6、男人的梦想之一，是拥

有可以超越友谊界限的红颜知己。

7、男人会以很理性的态度取

舍爱情，就算他感性上很爱一个

人，但当他清楚她并非一个好妻子

时，他会放弃她，另找合适家居生

活的那一个。男人认为恋爱和结婚

是两回事，很多时候，他拖延结

婚，根本原因就是他认为身边的女

人不是想像中的好妻子。

8、男人对妻子的要求，可

能比对恋人更低--在外型上，在

性格上则更高。

9、懂得欣赏聪明女人的男

人不多，和她们在一起，男人总

觉得缺乏安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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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 Fan
(國、臺、英語)

吳念湘

E-mail: terry@terryfan.com,
Http://www.terryfan.com

SOUTHWEST
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糖城福遍地產

買房,賣房,置房,投資,貸款,全套服務,
買全新屋高手,賣半舊屋拿手, 誠實可靠,值得信賴

14905 Southwest Fwy. Sugar Land, TX 77478

1.福遍近糖城惠康超市，大湖區Brghtwater區，兩層樓房，3210呎，全木地板，僅售31萬5仟
2.糖城近惠康，二層樓房，約2500呎，高挑屋頂，三房加遊戲間，新屋頂，新廚房，新電器用品，
花崗石臺面，新燈，新地板，僅售$299,950

3.糖城，Lake Pointe高級區，2013年新房，屋主精心設計，獨一無二的高質量，高享受的湖邊
豪華屋，僅售八十九萬九仟

4.糖城，Telfair社區，單層洋房，高挑屋頂，2010年，約2500呎，3臥室加書房，僅售四十萬八仟
5.新房買賣最佳服務，廣及休市，Memorial區，Bellaire市，Mo、city，Katy，Sugar land等市。

281.207.5088, 281.772.0888

（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 / 自住 / 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買HOUSE 一層好還是二層好
買房的人在看房時總會糾結一下，買兩層

的還是一層的呢？它們各有什麼優缺點呢？北美
購房網這樣解釋。

一層house優點
1.一般地塊都比較大才能建一層住宅，在美國地
皮最值錢，所以一層住房造價也高。
2.一層的房子一般都會比較結實，美國很多房子
感覺純紙板房，上下樓不隔音，只有一層，就沒
有這個問題了。
3.一層的話一般屋頂比較高，兩層的只有特定房
間屋頂高。
4.大部分人都喜歡，比較大眾
5.每個房間的利用率都很高
6.家有寶寶的話，孩子小的時候很安全，很方便，
半夜裏有什麼事不用爬二樓，房子babyproof起
來也比較簡單，不用擔心小娃爬樓梯出意外。
7.換地毯換地板的話，沒有樓梯價錢就便宜好多
，清潔工作也好做。要知道美國這邊除了真正的
有錢人，都是自己做家務的。
8.搬家／裝修什麼的沒有樓梯進出都方便，不然
往樓上搬個大櫃子什麼的很麻煩。

9.一層的沒有什麼樓梯正對著門之類的風水煩
惱。
10.從空間上看，一層少了樓梯占掉的空間，兩層
的house二樓必然要有走廊，和下面的走廊功能
重疊，白占了空間，另外感覺大部分一層的房子
空間利用的設計上都要好一些。
11.一層一般都有一個等大的地下室，冬暖夏涼。

一層house缺點（最大的問題基本上就
是隱私了）
1.占地再大，視野也不能和兩層相比，住慣兩層
的會覺得一層屋頂再高也不如二層視野開闊。
2.屋子和走廊的采光也是一個劣勢，除非名家設
計的一層住宅，或者開個天窗，采光才能很好。
3.感覺上面積比兩層的house小（其實說明一層
住宅更適合豪宅……）
4.年輕的時候很多人沒覺得爬樓是問題，都想著
等老了住公寓或者再換成一層的。
5.如果需要自己裝修地下室造價很高（一般幾萬
刀），因為一層住宅的地下室一般面積很大，很
多都能讓孩子冬天在裏面騎自行車、滑板。
6.擔心隱私，但是如果占地夠大，種上些草木，也
就是夠“豪”，這也不成問題。

7.小孩子來家玩的時候
，滿屋亂竄，一層的話
基本上無隱私可言，兩
層的就會好點，因為大
部分的臥室都在樓上。
8.裝 wifi 覆蓋面積不夠

，需要裝延伸器等。
9.一層住宅讓有些華人沒有小洋房的感覺。

兩層house優點
1. 一般二層house功能的劃分很清晰，有的主臥
和其他臥室都在樓上，小孩子哭鬧都在樓上，樓
下只是吃飯的飯廳，看電視的起居室；或者主臥
在樓下，孩子房 間在樓上，工作生活相互不影響
，孩子還有隱私；還有的是 1樓是客房，這樣家裏
來人不影響自己的隱私。孩子年齡大，孩子個數
多的家庭住兩層比較有隱私。
2.兩層的好處是可以有兩層高頂的起居室。一層
的話，頂要做得比較高，比如 10尺，才會比較舒
服。當然美國人認為層高8尺的就好，還給人舒
適的感覺，中國人喜歡敞亮，講究層高。
3. 兩層樓還有個好處就是打掃衛生上面，一般
來說臥室會乾淨一些，廚房和起居室是最容易
弄髒的地方。兩層分開的好處是地板上的髒東
西不會從一間 房子帶到另外一間去，一樓很多
人是全安木地板，打掃起來更方便，每周打掃兩
次就夠了，而樓上的臥室，一周打掃一次就行了
。對在美經常要自己動手的屋主來 說，會輕鬆一

些。

兩層house缺點
1.車庫上面的房間冬天很冷，
不能拿來做臥室，不過做額
外房間(Bonus room)挺好的
。一般樓上除車庫上面的房
間外，還會有其他臥室，理論上來說夠住了。
2.兩層的話拿個東西，換件衣服，小憩一下都要
上上下下。如果面積一樣的情况，有人就會覺得
兩層的房子局促，樓梯占地。
3.家裏如果住老人和懶人，是不喜歡兩層的，爬
樓梯太累了，而且膝蓋保養很重要哦。
4.兩層的房子，一般入門的地方，還有起居室經
常是高頂，兩層高，然後換燈泡打掃之類的會非
常麻煩，因為要買那種超高梯子，晃晃悠悠的，
還經常打折的時候很快就被搶光了，小編就知
道有人燈泡壞了 1年才換的。
5.也不如一層的開闊敞亮，還要打掃，不說風水，
還有美觀問題。
6.空調如果不分開裝，夏天冷氣一開，樓下那個
冷啊，樓上還不覺得涼快；冬天暖氣一開，樓上
熱的要命，樓下看電視還發抖。電費賬單嗖嗖的
漲。
7. 基本上所有的二層 house樓上一定要放個小
冰箱，不然特別不方便。
(全文完)

HOUSE還是CONDO
這是個問題

美國買房

下

I/房地產專日/161004A簡 房地產現況 下

◆近Galleria辦公大樓出租，可依據需求隔間，近610&59高速，租金可議。
◆糖城Riverstone，一層屋2279呎，3房2浴，好學區，近6號公路，售$269,000。
◆Memorial，好區，2層樓3536呎，4房3浴，近10號&8號公路，售$815,000。
◆西北區近290FWY，2層樓共渡屋，1350呎，3房2.5浴，售$65,500。
◆糖城及Katy，1層樓或2層樓多戶出租，多選擇，租金$1,700~$1,950。
◆極佳地點商業用地，位於8號邊及Gessner交叉口，共5.37AC，適合建Hotel、商場、辦公樓、
    公寓樓，開發或投資都高回報，售$1,880,000。
◆近59號高速和Richmond， 地點極佳辦公大樓出售， 詳情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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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被蜈蚣咬傷經歷了"美式"醫療,然後選擇了回國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日前，《瞭望

東方周刊》微信號刊登了一則華人在
美國親歷的就醫見聞。在這篇題為《親
歷 | 我在美國被蜈蚣咬傷之後》的文
章中，作者杜白羽敘述了自己被蜈蚣
咬傷，而美國醫生不當回事，後來傷口
復發的經歷。作者痛陳美國買藥難、看
病難、看病貴，最後只能回國治療。作
者表示：“病人需要治療，這本來是兩
點一線的距離，但是在美國，病人卻要
穿過復雜的醫療機制線路圖。”

以下為原文：
我到夏威夷大學和美國國會下屬

的東西方中心訪學一年，聞書香，看彩
虹，聽課做講座，仿佛天堂裏生活。但
做夢也沒想到，我竟然被蜈蚣襲擊了！

傳說中的先看病後付賬
2015年12月，我在夏威夷大學校

園散步。突然，腳背感到一陣刺痛，抬
腳一看，一坨黑乎乎的蟲子正趴在腳
面上。“啊！”我疼得叫出聲來，用力甩
腿、跺腳，腳面瞬間麻痹刺痛。

在我一瘸一拐走向宿舍樓的五分
鐘時間裏，毒液迅速擴散，從小腿麻痹
到大腿。東西方中心宿舍前臺的值班
阿姨問我，“叫救護車還是出租車？不
過，救護車會很貴。”（多貴？後來才知
道至少一千美元）。她給我寫下附近兩
家醫院的地址，囑咐我拿好護照、醫療
卡和錢包。

乘出租車到醫院急診，護士詢問
了我的醫保、住址、過敏史等基本信息
後，上網搜出一張圖片給我看，“是這
蟲嗎？”對，像是蜈蚣！一指長，多腿，黑
棕色。護士把我領進病房坐下，給我一
個冰袋。

等了十幾分鐘，一位瘦瘦的光頭
男醫生走進來，看了一眼我的腳傷，悠
悠地說：“給妳吃片止疼藥，12個小時
後會不痛，24小時以後消紅消腫。”我
問他：“請問有多大把握確定是蜈蚣？
妳經常見到被蜈蚣咬傷的急診病人嗎
？”醫生點頭說：“99%的可能性是蜈蚣
；我一個月12個班次，平均每個月能
見一例。”在夏威夷，看來被蜈蚣襲擊
不算太罕見。

“至於會不會感染，要再觀察了。
感染比例很低，千分之一吧。”醫生說
完就消失了。等了十幾分鐘，又進來一
護士，一手藥片，一手紙筆，吃藥前讓
我簽字。“吃完之後四小時，如果還疼，
就去藥店買藥繼續吃。”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傷口未作任
何清理，看病三分鐘，等待半小時。我
問，看病多少錢？接診護士回答說：“我
們也不知道。以後會給妳寄賬單。明天
記得電話告訴我們妳的醫保賬號。”

打車回學校路上，我去了 longs

drugs 藥店買藥。在美國，實行醫藥分
家，最近的藥店和醫院相距車程8分
鐘，車費15美元。醫生開的處方藥，只
有5粒止疼片。

第二天，我找出醫保網站信息，給
急診打電話，告知醫保賬號。這就是傳
說中的先看病後付賬，只是妳不知道，
妳這次看病花了多少錢。

開了藥方，卻未必能及時買
到藥

被蜈蚣咬傷後的五天裏，我臥床
休養基本沒活動，傷勢漸好，一周後能
正常行走。不料第七天爬山後，傷口復
發，開始發癢，腳面如鹵豬蹄般又紅又
腫。

正值聖誕節，校園診所放假關門。
我只好去上次看病的急診。護士醫生
均穿紅戴綠，身穿紅褲子的男醫生瞧
我的腳，說是細菌感染，需要吃抗生素
消炎。“大概幾天能好呢？”他回答：“妳
讓我預測未來，我可做不到。”

“不過，如果過兩天加重的話，一
定要再來醫院。”——不像中國大夫，
會囑咐幾句“飲食註意事項或不沾水
少運動”的註意事項，美國大夫只管當
下。

醫生開了處方藥頭孢氨芐，我電
話叫車往longs drugs藥店超市趕。但
是美國人的聖誕節就像中國的大年初
一啊，藥店下午3點就提前下班了。醫
藥分離的假期效應，是病人可能會無
藥可吃。

第二天一早，腳傷愈加嚴重，更腫
了。我只好第三次打車去醫院，醫生這
次開的是藥效強的克林黴素。等了15
分鐘後，進來一位護士說：“不好意思，
藥還在路上，藥店正在往醫院送。”整
個醫院連一粒克林黴素都沒有。又等
了10分鐘，護士給我送來一粒獨立包
裝的克林黴素，讓我吃下。而剩下的處
方，還需要我自己去藥店取。

打車去藥店買藥，盡管前面沒有
排隊，也足足等了一小時。原來藥店打
電話到保險公司確認我的醫療保險類
型，核算到底每項我該承擔多少費用。
最後告訴我說，保險公司名稱不對，團
體保險號碼也不對。我自付了40粒消
炎藥的10%（12美元）。藥店人員卻沒
有交代吃藥的註意事項。

看病貴，看病難，還給耽誤
了

到了2016年元旦這天，交流項目
的美國接待家庭邀請我去他們家裏吃
晚飯。

Vernon說：“妳要早點告訴我，我
會告訴妳不要去急診。妳還去了三次
急診！一次少說也要1000美元，而妳

們學生保險也未必會包括這類賠付。”
Vernon算美國中產階級了，他在

檀香山市中心有整幢樓的房產。他給
我講述了他自己的看病難經歷。那次，
他突然鼻子發炎，第二天起來整個臉
腫了一半”，Vernon的家庭醫生推薦
他去看專業的耳鼻喉專家，“我給三個
專家打電話預約，都不接收。我幾乎是
乞求著，給第四個醫生打電話。他的護
士看我可憐，網開一面，讓我加塞，給
安排上了。”

Pamela點頭苦笑：“如果妳不買
保險，萬一病了那就得傾家蕩產；買了
保險也一樣病不起，除非妳的保險月
繳額度很大，涵蓋保險範圍廣。我們一
般也都不輕易去看醫生，感冒什麼的
就扛著，哪疼了就吃止疼片。”

患者第三次去急診，醫生讓她等
一等，說“藥要從藥店送來，還在路上”

後來我才了解，美國醫保體系的
可靠性、公平性和普惠性，遠非與世界
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相匹配，其以私
立醫院和商業保險為主的醫療體系，
使得政府難以控制成本、改善公平性。

“有多少錢看多大病”是赤裸裸的現實
。

美國醫院收費高的原因，在於其
醫療體系私有化、壟斷化導致醫藥定
價缺乏透明度。全美護士聯合工會
（NNU）公布的資料顯示，美國部分醫
院向病患收取的費用，比實際治療成
本高出10倍。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
明，美國78%的個人破產，是因為付不
起醫療賬單。付不起醫療費的窮人，信
用也將嚴重受損，社會生活將舉步維
艱。

先看病後寄賬單的流程，至少說
明美國急診不會見死不救。但實際上
這種秋後算賬、缺乏透明度的方式，導
致了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第二、第三
次仍去看急診，以至付出更多的高額
診費。

美國沒有實現全民醫保，其醫保
模式以商業保險為主、公共醫療保障
為輔。商業醫保主要由雇主以團體形
式購買，費用與雇員分擔，覆蓋人群占
六成。比如我的接待家庭，每人每月繳
納400美元醫保金（說是2016年又要
漲）。政府為65歲以上老年人（或符合
條件的65歲以下殘疾人）提供“老年
和殘障健康保險”（Medicare）；為貧
困兒童和貧困家庭提供的醫療補助
（Medicaid），兩者覆蓋人群占三成。

但商業醫保強調風險控制和贏利
，醫療收費持續上漲，保險公司或增加
保費，或削減保險覆蓋內容，增加自費
項目。這正是我的美國接待家庭所遇
困境，Vernon說，“我的家庭醫生加入

了一個 VIP 計劃，這
意 味 著，我 要 多 掏
1800美元的會費，才
能繼續找他看病。我
目前還在猶豫要不要
找他。”

打飛的回國
治療

吃藥臥床休息到
第十天，按照醫生建
議冰敷，仍不見好轉。
咬傷處依然紅腫，越
發大面積發熱刺癢，
瘙癢面積擴展到左腳
腳踝以上，疹子起得像雞皮疙瘩。

親友在國內找了六七家專家門診
，拿手機拍的圖片給專家看，結論不一
，一半說是丹毒，需註射青黴素兩周，
必須抓緊治療；另一半說不確定，需要
見病人才能確診。他們希望我回國治
療，一來國內醫生不會不當回事而誤
診；二來我行動不便，一人在外連買菜
做飯都成問題；三來，按照一次急診千
元的收費，往返國際機票算下來，未必
比留在美國看病的醫藥費貴。綜合考
慮後，我迅速向單位和學校請假，買了
回國機票。

發微信狀態向在夏威夷的朋友告
別。強大的朋友圈給了我莫大溫暖，關
心、建議、吐槽分享，我收到了近兩百
條回復。“美國驗個血也要一周才出結
果，一年後才收到賬單”……

同學說他釣魚時劃破手，在夏威
夷一家公立醫院急癥室給手背傷口縫
了一針，打了針破傷風，等了兩個小時
，最後醫院收費2500多美元，半年後，
醫院又寄來600多美元的賬單，說急
診室的醫生不屬於醫院的員工……更
多在美就醫的悲慘經歷，堅定了我回
國治療決定的正確。

從北京轉機到家，直奔醫院做檢
查，驗血一小時出結果：血象正常，不
是丹毒。但我當晚就多處發起紅疹子，
渾身過敏。醫生判斷是由於傷口發炎
引起的過敏癥狀。住院輸水5天、局部
敷中藥，紅腫漸消，一周後走路依然發
麻，變成小瘸子。醫生說色素沈澱、皮
膚消淤更新需一兩個月，完全恢復仍
需數月。

賠付系統難纏
盡管美國的醫療技術、醫護素質，

資源和水平世界領先，但並未轉化為
醫療系統的高效和公民的健康。世界
衛生組織的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191
個國家中，美國國民總體健康水平排
名72位，醫療籌資分配的公平性排名
55位。

我向在美國做醫療咨詢的宋婉求

教。她在中國完成了本科醫學教育，研
究生在美國讀健康傳播，對中美醫療
體系的異同有一定的發言權。對於“急
診不治病，只開止疼片”，“為何化驗血
需一周才出結果”，“看病難，找專家預
約要排到三個月以後了”等說法，我請
教了她的看法。

宋婉說：首先，急診不是最優選擇
,的確是“救急不治病”。建議上所買的
醫保套餐官網，查詢附近的家庭醫生，
緊急情況下可去看Urgent Care，接
受醫保，但便宜很多。其次，美國驗血
並非都需要一周才出結果，醫院會看
病癥的輕重緩急，快的也可一天內出
結果。

宋婉說，中美醫療體系特點不同、
理念也不同，是兩個不同的制度和架
構，這個話題很大。美國實行分診原則
，醫生專業化水平高，收費也高。而且
美國的醫患比例遠不如中國高。中國
醫生一上午看十幾甚至幾十個病人，
而美國醫生一上午最多看三四個病人
。

她告訴我，醫保公司的網站可以
找到需要支付很少費用（通常幾十美
元）的家庭醫生。家庭醫生也稱全科醫
生，他們起到“看門人”的角色，全科醫
生看不了的病，才會推薦給專科醫生，
這時“保險”的門才打開，因為專科醫
生更貴，保險公司賠付額度更大。

對於預約制，宋婉說，病人要想找
名醫看病，預約確實要等上三五個月，
但病人還可以有其他選擇，比如選擇
更便宜的醫生，或有預約空擋的醫生。
說白了，還是“有多少錢看多大病”。
美國醫療的行政系統復雜，也頗為官
僚化，醫院和醫生的收費分開。且賠付
系統難纏，與這個行政系統打交道，需
要很多協調,我們很多時候是“敗在了
外圍”。

我總算聽明白了，但也糊塗了，病
人需要治療，這本來是兩點一線的距
離，但是在美國，病人卻要穿過復雜的
醫療機制線路圖。

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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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GrantsLakeCircle,SugarLand TX. 77479

美南房地產住宅
商業

糖城，醫學中心， 百利市，KATY，PEARLAND，西南各區
房屋出售迅速快捷！ 購屋置產﹐值得信賴﹐買方代表永保權益﹗

專
精

* HAR TOP PRODUCER PEALTOR (TOP 1% OF ALL REALTORS IN HOUSTON)
1.糖城Clements高中4/2﹐5/2﹐重新裝潢﹒木板地花崗石廚房檯面﹐新地毯﹐新油漆﹐約2200呎﹒售$239,900
2.First Colony,密蘇里市﹐原Newmark的樣品房約3100呎﹐面湖﹐木板地﹐花崗石檯面﹐3車庫﹐4/2﹑5/2 售$299,900
3.糖城TelFair 2006年建﹐約2900呎4/2,5/2保養好﹐地段佳﹐售$389,900
4.醫學中心﹐2房2衛Condo. Bellaire高中﹒GATED,24小時門房﹐警衛﹔重新裝潢﹐售$198,000.
5.糖城Clement高中﹐3/2.5/2臨湖TownHome月租$2480.
6.糖城Clement高中 3/2.5/1TownHome.近郵局及圖書館 月租$1600.
※商業 KATY, 旺鋪出售﹐位於FRY RD & $I-10公路﹒室內有2萬呎﹐外加室外地皮﹐開價一百五十萬﹒

電話：(281) 980-7671(隨時)
公司：(281) 980-7671 傳真：(281) 980-5570

＊＊賣屋，免費市場估價，提供Virtual Tour網路虛擬活動畫面，保證高價盡快出售＊＊
＊＊ 請洽年業績逾千萬的Super Agent ＊＊

秦鴻台(負責人)
JENNIFER YU

Jeng Y. Ling
凌徵暘

NMLS #295953

5959 Corporate Drive # 3000 Houston, TX 77036

購屋貸款/ Purchase
住屋重新貸款/ Refinance
政府購房首付款補助/ DPA
低信用分數
商業貸款/Commercial

Best Business Bureau 顧客滿意度最頂級評價 – A+
BBB“PINNACLE AWARD”- 2013,“WINNER OF Distinction”- 2012
公司擁有四十二州貸款許可執照, 代理二十一家貸款銀行

Sutherland Mortgage Services Inc.

貸款經紀人

(C) 713-560-1106 (O) 713-579-7225
(F) 866-276-7852 (F) 281-605-4377

JENG@SUTHERLANDMORTGAGE.COM
WWW.SUTHERLANDMORTGAGE.COM

NMLS # 9891

利息低廉● 經驗豐富● Lic #535

第一貸款公司
First Nation Mortgage

(M) 713-545-5776 Fax:(713)266-7641

專辦房屋貸款

10101 Harwin Dr. #298
Houston, TX 77036

請電： Charlie Song 宋先生
公司：(713)266-7894
通國語、英語、並有粵語、越語服務

Peter Lin
Mortgage Broker

全通貸款

林 臻

四大保證
☆利息最低
☆快速核准
☆費用保證
☆服務最佳

Mortgage Alliance

TX NMLS #290226 7001 Corporate Dr., Suite 268, Houston, TX 77036

www.mortgage-alliance.com

Conventional / FHA
New Purchase / Refinance
Free Pre - qualify
Low Down Payment Loan

Fixed and Adjustable
Cash Out / Home Equity Loan
Zero Closing Cost Loan
95% No MI FNMA Loan

Office: 713-777-1377 Fax: 281-656-5360

擁有多家Lending Source

佳率貸款

最低費用 最低利率 最佳口碑
16年以上貸款經驗，10-20天完成

通國、台、英、上海話

281-385-8400(O)
281-201-0061(M)

優惠低率
大放送!!!

陳孟慧
Ruby Chen

Mortgage Broker/President NMLS#119528
MBA/B.S. Finance

No Origination Fee

榮獲富國銀行最高業績獎賀

PMRate@yahoo.com

3234 Colleville Sur Mer Lane Spring, TX 77388

投資房upto10套

˙自住，投資購屋貸款
˙Cash Out-特優利率
˙No Cost Refinance
無中介費，直接放款
十多位專員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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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分析公司CoreLogic的數據顯示，在加利
福尼亞州等房價飆升且已呈現不理性的地區，
越來越多的房主正在拋售自己的住房，並轉向
如德克薩斯和亞利桑那州等購買成本較低的市
場。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該研究發現，在2000
至2015年間，加州每進入一個外州住房買家，就
有 2.5個賣家離開該州，而在得克薩斯、亞利桑
那州和北卡羅萊納州買家的數量，要多于賣家
離開本州的人數，而這一趨勢已隨著房地產復

蘇正在加速發展。
由于加利福尼亞州和科羅拉多州等房地

產市場的快速升值，賣掉住房遷往外州的業主
仍在增加，相反，在得州等房價合理的地區，遷
往外州的業主數量一直呈現降低趨勢。

對此，CoreLogic 首席經濟學家克哈特
（Sam Khater）認為，大多數人遷徙的原因一般
不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機會，就是為了逃避高物
價，有時候遷往別的州，這兩方面都會得到改
善，“如果是我，也願意離開一個物價高和地產
快速升值的地區，而遷往一個物價合理或能找
到一份好工作且生活成本低的地區”，他說。

此項研究采用了公共記錄的各州房屋買
賣數據，為區域流動性模式和房產價格差距提
供說明。據 CoreLogic 稱，雖然從加利福尼亞
州遷往外州的業主要多于遷入的人數，但全美
總體而言，自 2008年以來賣出房屋並遷往外
州的人數比例一直呈現下降趨勢。

對于所有在 2000至 2015年間換房的的業
主而言，他們出售房屋地區的房價增速要遠遠
高于他們最終再次置房的地區。他們賣房地區
的房價上漲超過 62%，而在他們買房地區的房
價上漲平均只有37%。

加利福尼亞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數據
顯示，賣房離開該州的業主其售房平均價格為

49.5萬美元，而他們在別州再次購房的平均價格
為 31.5萬美元，價格下滑了 36%。而加州搬到得
州的價格差距更大，目前加州房屋的平均銷售
價格為 51萬美元，而得州僅有 30萬 7663美元，
價格下滑達到40%。

達拉斯地區房地產經紀公司Redfin的一位
經紀人就表示，她已注意到，近年越來越多的加

州人正在遷入得州，原因各有不同，但她認為，
大部分是沖著得州的低生活成本而來。她最近
的一個客戶就賣掉了在洛杉磯西部的公寓，然
後在達拉斯為自己和女兒分別買了兩套住宅。

這位經紀人表示，達拉斯沒有加州那樣美
麗的海灘，但如果有足夠的錢，人們可以每個月
都去那裏旅行一次。(取材網路)

避開高價換房者正遷往物價更低廉的州

回想起童年，伊斯頓最懷念的就是住在祖
父家中的時光，他祖父的家位于印第安納州貝
德福德附近（Bedford），那裏有漂亮的石灰岩溶
洞，劈啪作響的電風暴以及美麗的螢火蟲。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作為一名退休的電
子工程師，已是71歲的伊斯頓表示，在祖父居住
的地方可以開槍，也可以燃放煙花，還可以做很
多在城市中不能做的事情。

伊斯頓的祖父于上世紀30年代購買了這棟
面積為2250平方英尺的小屋，但後來伊斯頓的
父輩于50多年前出售了這棟房屋，但那裏記錄
了伊斯頓童年最美好的時光。出于對以往時光

的懷念，目前住在加州的他在網上地圖搜索了
祖父的房屋的地址，意外的發現這棟房屋居然
還在，且正處于待售狀態。

“它仍保留著我最後一次看到的樣子”，他
說。于是兩天后，他飛了過去，並以 11萬美元的
價格購買了這棟祖父曾居住的老宅，他現在超
過大半年時間都在那裏度過。

誰說你不能再找回以往家的溫馨回憶？現
在網絡技術如此發達，在網上家譜和豐富的公
共記錄中，你很容易就找到以前曾居住過的老
宅，並可以查詢到它目前的售價。對于那些曾後
悔賣出老宅的人而言，這也是一種能重溫以往

美好歲月的機會，甚至不會
太計較所付出的成本。

在加州烏普蘭，韋斯特
夫婦花了 88 萬美元購買了
一棟上世紀中葉修建的老宅
，這比銷售報價高出了近 10
萬美元，而修建這棟房屋的
正是他們的祖父。這是一棟
設計獨特的老宅，面積超過
4000平方英尺，有三間臥室
，天花板內還裝有一個內置
的音響系統。56歲的韋斯特
先生是一家建築公司老闆，
他小時候曾在這裏度過了很
多美好時光，圓形游泳池、周

圍橘樹和杏樹都是他小時候的記憶
，他的祖母在上世紀 80年代賣掉了
這棟老宅。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對夫婦就曾想
買回這棟祖宅，但由于他們自己家正在進行翻
新，所以錯過了。“我們真的很後悔”，韋斯特太
太說，她比丈夫更堅持買回這棟老宅，她認為，
這是他們家族遺產的一部分，在家庭聚會中他
們會經常提及這棟老宅。

2012年，韋斯特太太在她前門上發現了一
則廣告，列出了附近出售的房屋，裏面正好有這
棟老宅，于是他們聯繫了經紀人，儘管當時市場
不溫不火，但由于房子有 10%的優惠，買家還是
不少，但當賣家聽到韋斯特夫婦的故事後，决定
最終將房子賣給他們。

目前，這對夫婦還沒有住在這棟老
宅裏，而是以每月 5000 美元進行出租，
因為他們仍需要在目前的家裏辦公，他
們决定退休後搬回這棟老宅居住，像韋
斯特的祖父母一樣在那裏安度晚年。

目前，尋找自己祖宅的家庭越來越
多，像PBS也推出了一欄名為“尋找自己
的根”的節目，幫助人們通過 DNA 測試
公司和家譜網站尋找自己的祖輩，並找
到祖輩們曾居住過的老宅。

祖先（Ancestry）公司 CEO 沙利文
（Tim Sullivan）表示，這種尋根之旅是一

個正在興起的產業。目前該公司擁有約240萬個
付費客戶，起價2300美元，專業系譜學專家為客
戶制定詳盡的家族報告。（來源網路）

買回童年時居住的老宅簡單嗎？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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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預購新屋﹑舊屋﹑拍賣屋,辦公大樓公寓屋

281-798-0868（手）
281-561-7275

19年豐富房產經驗
住

家

商

業

住家專精﹕西南區﹑醫學中心﹑糖城﹑Katy﹑Pearland
商業專精﹕店面﹑倉庫﹑購物中心﹑辦公大樓招租﹑

買賣管理﹑土地投資
Email:tsuiweihuang@yahoo.com

蕭翠薇

★西南區平房,近2000呎﹐全磚2003年﹐全新裝修﹐售$218,000
★I10 & Memory Townhouse 2-2.5-2車庫,狀況極佳
現有房客租$1300 叫價$138,000

★中國城附近Townhouse 2-2-2車棚 叫價$52,000
★中國城Condo(樓下)1房1衛﹐全新裝修$30,000
★西南區Townhouse 2樓 2-2-2車庫$69,900
★288&H6,17畝地 $1,200,000
★西南區﹐辦公樓出售﹐設備齊全﹐$275﹐000
★查封屋 Shopping Center 請電281-798-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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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去年中國買家在美國國外投資者
中占比例很大，已經遠遠超越第二名的加拿
大，為286億美元，而且華人在美國購房的平
均價格約為 83.2萬美元，也是遠遠超過所有
國家的平均值。

華人偏愛房地產，常認為房地產是
最好的投資。

根據NAR數據顯示，2016年 1月份全國獨
立屋中間價格是38萬美元左右，比去年同比增
長8.2％。房價上漲的速度是自2015年4月份以
來最快的，也是連續第 47個月同比上升。事實
上，美國的房價中位數已升至 25 萬美元，是
2008年中期以來的最高水平。這一價格在過去
一年中上漲了3.3%，並且據預計2016年還將繼
續上漲。

為何富裕起來的華人熱衷于投資美國房
地產？其實是因為：

美國購房更有安全感

在美國購房，最大的特點是需要第三方機
構——產權保障及托管交易服務公司的存在，
在房子竣工、獲得入住證之前，投資者的房子
定金、合同及銀行貸款等準備事項都會托管給
這樣的交易公司。除此之外，第三方機構還可
以為投資人對房子進行質量評估，美國這種在
預售方面的管理對中國來講是一個借鑒措施。

美國的中介機構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首
先美國的中介人員要擁有執業證號碼，都必須
是大學畢業，而且此後的每三年要進行一次專
業考核。所以，投資者可以通過第三方機構人
員的從業證編號來探究他的從業年限資歷和
信譽度，若你不滿意其服務態度時，還可以向
專門的管理部門投訴，那麼中介人員的從業將
會面臨危機。

美國土地都有身份證，規劃使用
限制條件規範

美國各州的政府制定有關土地的法規來
控制土地的利用，所以投資者需要對自己購買
的土地做出相應的用途規劃報告。在美國，所
有的房產和土地都有一個統一的編號，所以有
意向在美國房地產投資的國人，在考察房地產
期間或者在挑選房產的時候，投資者要多放些
心眼在土地編號上。在簽訂購買合同的時候，
要仔細核對挑選的土地編號和合同中土地編
號是否一致。而且在美國，土地編號是土地權
屬糾紛中重要的法律根據。

如何擴大自己的投資回報與
減小投資風險

投資海外房產時，為了減小風險買家基本
會在出手前關注相關城區的房屋空置率、抵押
情況、犯罪率、居住者平均收入、社區及房屋設
施狀況等問題，而出租後，業主除了會精心挑
選租客外，為了能有穩定的投資回報，善待租
客並在租金上堅守原則，也是擴大投資回報的
重要因素。相信，以上所提到的一些所需關注
的要素，投資者都不會忽略，下面是為中國投
資者準備了 10條最易忽略的減小投資風險的
因素。

一、切勿急躁
在看房產廣告之前，想清楚自己的購房目

的是什麼。
是為了穩定的租金收入？是要翻新然後再

出售？是先出租，退休之後在此安度晚年？弄清
楚這些問題十分重要。巴菲特曾說過：“民意調
查無法代替思考。”

二、購房時就考慮出手房產
在最終敲定之前要想清楚3、5年或者 10年

之後誰會是下個買家。
1、如果下個買家是投資者，你的賣點就是

豐厚的租金。
2、如果下個買家是游客，他們可能變化不

定，旅游市場到時可能會飽和。
3、如果下個買家是當地人，那麼買家候選

人可以有很多，但他們喜歡安全整潔的教育房
。

三、瞭解買方中介
買家總是大量研究房產，但是很少研究賣

方中介。
除了客戶查詢號，每家中介的登記號碼都

能查到。所有的推廣房產的海外中介都必須提
供公司、銀行和會計查詢號。

不要有顧慮，因為大部分中介聽到你問這
些信息都會認為你是誠心購房的，他們很樂意
告訴你這些信息。

四、詳細瞭解社區
這一點很重要。登陸 zipdatamaps.com 來

查詢當地人口、家庭收入。登陸 city-data.com
查詢犯罪率和其他房產和業務信息。登陸 tru-
lia.com查詢當地租金和房產出售價格（僅供參
考，並非 100%精確）。

如果你購買的房產在某社區內，那麼要一
份租房表複印件，確定空置房產和抵押房產的
數量。還需要一份住房所有權帳目複印件，查
看周圍是否有很多延期維修或壞賬堆積。

如無法親自置辦這些資料，可以請專家代
勞，這點費用不能省。

五、要有獨立檢驗報道
很有可能房產外觀不錯，社區環境也很好

，但這並不代表內部也沒問題。需要邀請專家
來確定空調是否完好、電線是否安全、屋頂是
否堅固、排水有沒有問題、房屋是否受潮、燒水
壺是否損壞等等。這些問題一旦忽視，日後需
要花費大量資金來修復。

這些檢驗安排起來十分方便，且價格不貴
，250~300美元。只有預定之後才能進行檢驗，
檢驗必須在押金期之內完成。

六、找一個好的房產經理

房產經理一般有兩個作用：
讓業主滿意和讓租客滿意。為此
需要做大量工作，十分不易。

能經年妥善管理投資和租客
的房產經理是十分難得的。增加
租客或延長租期都要多收費，所
以在計算成本的時候要把這些算
進去。

房產經理公司能力越強，租
客滿意度就越高，租期也就越長。

而租客流動過快會消耗過多成本。

七、尊重租客，但是要對租客
嚴格要求

最好的業主要讓租客滿意，防患于未然。
如果租客一直很合作，他有要求的話業主要有
回應，這樣便于解決問題。

如果租客要求修繕房屋，請不要拒絕或拖
延，否則將費時費力。要準備好這筆修繕的費
用，記錄好所有的花銷。

不縱容租客拖延交租。從第一天起就嚴格
要求租客按時交租，如果租客不守租房合約，
就毫不留情趕走他。

八、儘量選擇最佳房產

在社區環境優美、房產價位適中的情況下
，儘量選擇最佳的房產。

如果高層的二臥公寓附送面積或帶大陽
臺，那麼就要選這樣的。如果之前的業主為地
板和廚房花費了很多，那麼賣家開出的額外費
用低于之前投入的前提下，買家可以接受。

如果社區有湖，選臨湖的房產。如果社區
有大型設施（泳池、網球場、燒烤區）而且只比
一般社區貴一點的話，選設施好的社區。

九、避免“太好”的交易
如果交易“太划算”，那一定不能上當。有

可能這真是筆好買賣，而你恰好又是第一個發
現的人，但是可能性太小了。

更多情況下，別人早就發現這筆好買賣了
，但留到現在還沒賣出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

十、一直掌握房產狀況
有時人們買下房產、租出去以後就不聞不

問了，但是後來會發現很多問題。應該時刻關
注，一旦有問題就立刻解決。

隨時關注有關自己房產的資金流動，每個
月都要更新文件記錄，確保每年都交稅單。(文
章來源：網絡)

投資美國房產更有安全感
10條容易被忽略的“買房經”

星期一 2016年10月31日 Monday, October 31, 2016A8美國生活

I/房地產專日/雜版/醫療保險/161024B 簡

先聲明一下，不是搞醫療保險的。下面僅

從醫生的角度，說說美國最常見的醫療保險，

介紹一下它們各自的特點和那種醫療保險看

病時比較方便。

大家都知道，醫療過程涉及病人和醫生兩

個方面，無論你是什麼保險，瞭解一下醫生方

面的想法，也許會對你選擇醫療保險和順利就

醫有所幫助。

美國的醫療保險體系非常複雜，主要包括

兩部分：社會醫療保險和私人醫療保險。

社會醫療保險
美國國會于1965年通過了《醫療保障法案

》，授權政府建立社會醫療保險。這主要是指聯

邦政府管理的，主要針對退休老人和殘疾人的

“醫療照顧”保險（Medicare，紅蘭卡)，和州政

府經營的，為低收入居民的“醫療救濟”保險

（Medicaid，加州又叫白卡)，另外退伍軍人可

以申請退伍軍人醫療保險(VA)。

上面是聯邦政府的Medicare保險卡，華人

喜歡稱為紅蘭卡。Medicare包含兩部分，承保

醫生費用的Part B和承保醫院費用的Part A。

申請Medicare的最基本條件是年滿65歲的美

國公民和在美國住滿5年的綠卡持有人(還有其

他一些條件)。Medicare照顧的對象是退休老人

、傷殘人士和需要長期洗腎的腎病病人。申請

Medicare沒有家庭收入的限制，但要付月費，

接受醫療服務後，有預付額(Deductible)和共付

保險(Coinsurance)。

下面是加州低收入的Medicaid保險卡，由

于是白色的，又被稱為白卡。Medicaid在美國

各州大同小異，主要照顧的對象是低收入的孕

婦、未滿19歲的兒童和青少年、65歲及以上的

退休人士、盲人和需要住老人院的老人。Medic-

aid受益人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但他們的身分、

年齡、居住期、收入和資產需要符合規定的條件

，由于美國現在經濟不好，申請這類保險越來越

困難。美國很多由子女擔保從中國來的退休老

人拿到了Medicaid。

部分老人或殘疾人有可能同時符合上面

Medicare和Medicaid的條件，這些病人可以享

有Medicare和Medicaid的雙保險。上面提到

Medicare的病人，需要支付月費、預付額等，但

病人如果同時有Medicaid，病人所在的州政府

會支付這類費用。在目前的情況下，這部分人看

醫生、住院或住老人院不需花自己一分錢(大部

分病人實際上也沒有錢)。從醫生的角度來講，

由于他們有雙保險，病人不用付費，病人來看醫

生的積極性高，醫生看的多，收入就高。很多醫

生喜歡 Medicare 和 Medicaid 的病人。Medi-

care和Medicaid簡稱為Medi-Medi，被很多醫

生和病人稱為“金卡”。

私人醫療保險
美國的私人醫療保險由私人保險公司經營

，主要包括PPO(占34%)和HMO(占31%)。

PPO的全名是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

zation，它的好處是可以自由選擇醫生。不用家

庭醫生(primary-care physician, PCP)轉診，可

以直接看專科醫生。PPO的主要問題是保險費

較貴，病人在看病時需自己負擔部分挂號費

($15 to $30 co-payment)。每年在保險公司支付

醫療費之前，病人要先付 $250~$1,500，也就是

說 PPO 有 預 付 額 (Deductible) 和 共 付 保 險

(Co-insurance)。

下面是PPO保險卡的樣本。PPO雖然可以

自由選醫生，但最好還應該有自己的家庭醫

生。PPO可以更容易的幫助你找到好的家庭

醫生，如果需要，他/她會幫助你找到高水平

的專科醫生，畢竟醫生之間的瞭解會比外人

多的多。另外，無論你看了什麼專科醫生，都

應該要求他/她把病例給你的家庭醫生一份

。大部分專科醫生對局部問題有興趣，而家

庭醫生對你全部醫療情況的掌握也很重要。

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

tions)主要的特點是保費便宜，病人自己負擔

挂號費較低，沒有共付保險。HMO較不方便

的地方是不能隨便看專科醫生，在做很多檢

查之 前或轉診到專科醫生之前，需要家庭醫

生向保險公司申請，批准後才可以進行。

上面是PPO和HMO的一些基本特點，如果

搞不清楚你的保險是PPO還是HMO，可以查看

一下你的保險卡。一般來講，HMO的保險卡上

有你家庭醫生的名字或電話，這一般是你自己

選的或保險公司指定的醫生(見下面HMO保險

卡)。PPO保險卡上一般沒有家庭醫生的名字。

病人John的HMO保險卡，上面藍圈中的

Dr John Smith是病人的家庭醫生(PCP)，不是所

有的HMO卡上都有PCP的名字。

從醫生的角度來講一般更喜歡看PPO的病

人，這和保險公司的付費方式有關。PPO 和

Medicare、Medicaid一樣，是“Fee For Service

”，醫生看一次PPO的病人，就可以拿一次診費，

看的越多掙的越多，醫生的積極性高。HMO正

好相反，保險公司以“Capitation"的方式付醫生

診費。只要病人選了家庭醫生，保險公司不管這

位醫生是否看了病人，都定期付給他/她一定的

診費。舉個例子，上面HMO保險卡的病人John

選了Dr. Smith做他的家庭醫生，不管Dr. Smith

看了 John 沒有，保險公司每個月都付給 Dr.

Smith $15，每年就是$15 X 12 = $180。如果 John

一年都不去看病，Dr. Smith白拿$180；如果John

一年看兩次病，醫生每次的診費是$90 (180/2)；

如果John每個月都去看醫生，每次的診費只有

$15 (180/12)。也就是說，醫生看病人次數越多，

每次的診費就越少。這是為什麼HMO的病人有

時有急事，但卻不能馬上看到醫生的原因。保險

公司怎麼做顯然是有目的，因為病人看醫生的

次數越多，做檢查，轉診到專科醫生的機會就越

多，保險公司花的錢就越多，HMO實際上是在

變相的鼓勵醫生少看病人。當然了，如果病人真

有急病，醫生必須馬上看病人。因為如果出了問

題，病人保險卡上的醫生是逃脫不了干係的，另

外病人真的去了急診室，花了保險公司的銀子，

醫生也無法向保險公司交代。

拉拉雜雜的說了一大堆，其實就是下面幾

句：

1. 如果你在美國居住工作，如果符合條件，在

65歲退休後可以拿Medicare

2. 在你退休到你不能自理的這段時間內，如

果你花掉了所有的積蓄，在你進老人院的

時候，你就滿足Medi-Medi“金卡”的條件

了。

3. 如果你來自中國，由子女擔保來美的退休

老人，想辦法申請Medicaid。

4. 如果你是PPO，很幸運，一定要好好利用它

。雖然你可以隨便看醫生，找個好的家庭醫

生同樣很重要。

5. 如果你是HMO，有急事想看醫生，那麼在

打電話預約的時候，把你的病情說的嚴重

些，這樣會幫助你早日看到醫生。不過見

到醫生後，最好還是說實話，以免被過度

醫療。

淺談美國的醫療保險

據中國之聲《全球華

語廣播網》報道，在中國，

我們經常會聽到年輕人

到北京、上海、廣州這樣

的大都市打拼，儘管生活

成本很高，但依然不願意

離開。這種現象在美國也

很普遍。幾十年來，在美

國年輕人蜂擁前往紐約、

洛杉磯、芝加哥等大都會

城市闖蕩，期盼著能夠找

到一個地方安居樂業之

前，先掙一筆安家立命的

錢。然而這一闖蕩可能就

永無盡頭了。

《華爾街日報》

最近就講述了美國年輕

人也留戀大都會的故事。

納達爾 2010 年畢業于紐

約哥倫比亞大學拿到了

表演系的碩士學位，背負

了19萬美元的學生債務。

畢業後在紐約的一家公

共電臺工作，業餘在餐館

當服務生賺點零花錢。三

十出頭的年紀說大不大，

說小也不小了。想起 9 年

前他從佛羅里達搬到紐

約的時候，心裡夢想著有

一天可以在新奧爾良有

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但是

日子一天天在過，他卻和

其他成千上萬的年輕人

一樣，覺得自己越來越沒

法離開紐約了，因為他害

怕新奧爾良沒有這樣的

掙錢機會。

社會研究者發

現，越是經濟不景氣，年

輕人離不開大城市的現

象越明顯。美國2008年金

融危機之後，從紐約、洛

杉磯、芝加哥等大都會留

下，其他中小城市的人口

反而減少了。這背後的因

素是錯綜複雜的。很多年

輕人在經濟大蕭條期間

來到這些城市工作，他們

一直努力尋找自己的立

足點。很多人結婚、生子

延後了，生活成本高昂、

買房按揭貸款對於信用

記錄不夠好的人來說幾

乎走不通。收入不穩定可

能也加劇了這一現象，尤

其是對於那些背負沉重

的學生貸款的大學畢業

生。

據統計自 2000

年 開 始，美 國 年 齡 在

18-34歲的人工作收入下

降了近一成，在經濟狀況

不佳的時候，在大城市裡

找到薪資相對好的工作

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儘管

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也

會高一些；另外大都會生

活豐富多彩，交際的機會

也多得多，這對於年輕人

開創人生的道路是至關

重要的。專家預計，如果

美國年輕人留戀大都會

的現象延續下去，每 7 個

年輕人中就有1個人會在

紐約、洛杉磯、芝加哥三

大都市生活。年輕人在大

都市可能不得不屈尊於

與他們學習的專業並不

匹配的工作，這對於他們

自己的發展和整個社會

生產力的提升並沒有好

處。

美國"留戀大都市"現象明顯年輕人
入"圍城"難離開

根據“玻璃門(Glassdoor)”網站公佈的一個

最新報告，如果你的職業是認證的護士助理或

銷售經理，那未來薪資增長或有好兆頭。

據“今日美國”網站報道，該報告援引

美國勞工統計局經濟新聞發佈的信息，列出了

薪資增幅最大的13個工作。這些工作的薪酬在

過去一年中增長了 5-11%，遠高於全國平均水

平的2.5%。

下面就是Glassdoor網站公佈的完整列

表：

認證護士助理：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

45,000美元增長11%，到2016年為50,000美元。

銷售經理：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66,

040美元增長11%，至2016年的73,000美元。

實施

顧 問：

中位薪

酬 從

2015

年 的

70,000

美元增長7%，到2016年達到75,000美元。

招聘人員：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42,

000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註冊護士：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63,

500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68,000美元。

媒體策劃師：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42,

164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數據分析員：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60,

960美元增長7%，到2016年為65,000美元。

招生代表：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42,

000美元增長7%，至2016年的44,745美元。

索賠理算員：中位薪酬從2015年的45,

000美元增長6%，到2016年為47,500美元。

市場營銷協調人：中位薪酬從2015年

的42,772美元增長6%，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個案經理：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42,

772美元增長6%，到2016年為45000美元。

承購人：中位薪酬從 2015 年的 57,000

美元增長5%，至2016年的60,000美元。

美國去年薪資增長最多的13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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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吃的東西安全嗎？
（本文轉自僑報網）加州衛生部門3日發出警告，
建議民眾不要進食從俄勒岡至加州聖塔芭芭拉
沿岸捕撈的鄧傑內斯螃蟹(Dungeness Crab)和
石蟹(Rock Crab)，這些螃蟹內含高濃度的軟骨
藻酸天然毒素，食用會造成嚴重中毒或致死。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由來已久，像食物中毒
這樣直接可見的食品安全問題在當下有著它的
新特點。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最新數據
，每年估計有4800萬人（1/6的美國人）會得食源
性疾病，約128000人住院，3000人死亡。

為什麼會有食物中毒
這主要與美國人的飲食習慣有關：他們吃

生食、成品很多。另外，美國人在外就餐的頻率
也大大增加。1970年，美國人的食物開銷中只有
34%外出就餐，2008年，這個數值增加到49%。

美國人喜食蔬菜沙拉、水果。1996年從圭地
馬拉進口的覆盆子（raspberry）讓20個州近千
人中毒，同一年蘋果汁中的E.coli讓60人中毒。
1997年墨西哥草莓中的甲肝病毒讓三個州數百
學生中毒。2003年的冬蔥（scallion）甲肝感染，
2006年著名的袋裝菠菜E.coli感染事件（200人
中毒，3人死亡）。2008年，零食花生中的Salmo-
nella，造成9人死亡。

另外，肉類裏，西方燒烤很多都不講究熟透
。像牛排這樣的其實問題不大。因為整塊的肉，
就算被感染了，也只是表面，極難進入肉內部，
只要表面做熟了就沒問題。問題主要出在肉餡
上，比如香腸，比如做漢堡的肉餅。只要有一只
病牛病豬，病菌會隨肉餡攪拌過程混入同一批
次的所有肉內部，這時如果燒烤做得沒有熟透，
就容易被感染。

食品安全問題有什麼新趨勢
美國食品安全問題，在近30年，呈現了一些

新趨勢，CDC 網站上總結稱：

·食品的生產和供應方式改變（Changes in
our food production and supply）

·環境改變誘發食物變質（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leading to food contamination
）
·跨州的食品安全事故增加（Rising number
of multistate outbreaks）

·新的細菌、毒素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New
and emerging germs, toxin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新的可變質食物（New and different con-
taminated foods, such as prepackaged raw
cookie dough, bagged spinach, and pea-
nut butter, causing illness）

這些新趨勢不是獨立的。所謂食品的生
產和供應方式改變，主要是指的大型食品加
工和生產企業的出現。因為這些大企業的客
戶往往是跨州乃至跨國，這樣一來，一旦發生
事故，規模就特別大。同時這些大型企業為了追
求新的收入與高利潤率，也開發了不少新的易
變質的即食產品。

FDA做了什麼
·不斷改革“過時”法律

鑒於不斷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FDA加快
了食品安全立法進程，繼《2009年消費品安全改
進法》後，又通過了幾經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
全加強法案》。2011年 1月，奧巴馬簽署《食品安
全現代化法案》，美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迎來一
次大變革。

早在1906年，美國國會通過《食品藥品法》
和《肉類制品監督法》，食品安全開始納入法制
化軌道運轉。上世紀50至60年代，針對濫用食
品添加劑、農藥、殺蟲劑和除草劑等化學合成制
劑的情況，美國政府先後出臺《食品添加劑修正
案》、《色素添加劑修正案》、《聯邦殺蟲劑、殺真
菌劑和滅鼠劑法》等多部法律。

·多層次預防監控
美國2011年頒布《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核心，
就是強調食品安全應以預防為主。無論美國公
司還是外國公司，凡是在美國生產、加工、包裝、
倉儲或者銷售人類或動物食品、藥物及其添加
劑的業主或者經營、處理食品的地點，都必須每
年一次主動到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網站上登記註
冊，拒絕或逃避登記者將面臨10年有期徒刑。

·“特嚴關照”大型企業
在美國，從法規到執法部門都對大型企業

實施了特別嚴格的“關照”。2010年夏天，全美範
圍內爆發的沙門氏菌病毒被歸咎於地處愛荷華
州的兩大雞蛋廠商身上，兩家公司主動召回5億
枚問題雞蛋。2010年7月起，美國開始對5萬只
產蛋雞以上大型雞蛋生產商實施雞蛋安全生產
相關規定。

一旦出現問題，知名企業將面臨重大責罰。
2009年，美國司法部對美國制藥巨頭輝瑞公司

提出營銷過程中故意誇大13種藥品適用範圍的
刑事指控，並開出了創紀錄的23億美元罰款，相
當於該公司年收入的30%。

·問題食品第一時間召回
問題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種補救措施，是防

止問題食品流向餐桌的最後一道屏障，也能減
少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

奧巴馬食品監管改革要點之一就是授予美
國藥管局強制召回權，可以直接下令召回而無
需要求生產廠家自願。日本的食品監管重視企
業的召回責任，報紙上經常有主動召回食品的
廣告。

在國外，廠商之所以願意主動召回，主要是
出現嚴重質量問題時再補救，會被處以巨額的
懲罰性賠償，還會面臨曠日持久的消費者集體
訴訟。此外，廠商不及時召回“問題產品”被曝光
，信用度將大打折扣，將給企業造成無法挽回的
損失。

美國人口普查局報告：華裔英語流利者不到半數？
中新社休斯敦電 美國人口

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本周
最新公布報告顯示，美國人在家
中說的語言非常多元化，至少有
350種，在大都會地區尤其顯著。
290萬民眾在家講中文，其中英
語流利者不到半數。

根據 2009 至 2013 年《美國
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
ty Survey)收集的數據，人口普
查局報告指出，美國有超過6000
萬年齡在5歲以上的人口在家不
說英語。他們在家使用的語言至
少有350種，範圍之廣令人驚訝，
其中包括賓州人的高地德語、烏

克蘭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
以及150種北美原住民語言等。

近3750萬美國人在家說西
班牙語，西班牙語是除英語之外
，在美國家庭中使用最廣泛的語
言。其次，約290萬人說中文，包
括普通話、廣東話、客家話、閩南
語等。說菲律賓語、越南語和法
語的人數依次居後。

“調查表明，美國擁有廣泛
的語言多樣性。”人口普查局統
計學家埃裏克(Erik Vickstrom)說
，“了解某壹特定區域語言的種
類和講不同語言的人口，有助於
為決策者、規劃者和研究人員提

供有價值的信息。”
這種語言的多元化在美國

大都會地區尤其明顯。紐約市居
民在家說192種語言，38%使用
除英語外的第二語言；洛杉磯至
少有 185 種語言，使用比例是
54%；邁阿密51%；舊金山為40%
；休斯敦達到37%；芝加哥29%；
華盛頓DC是26%。

在家說西班牙語的人更願
意學習英語，他們中超過56%的
人說自己英語很流利。亞裔民眾
略遜壹籌：在家說中文的居民，
44.7%英語說得“非常流利”；140
萬越南裔人口中，只有40%說壹

口流利英語；在家說菲律賓語的
160萬民眾中英語好的只占32%
。

《美國社區調查》是壹項大
型全國性問卷調查，是小範圍預
估美國人口社會和人口特征的
唯壹來源，每年提供重要的經濟
、社會、人口普查和住宅資訊。此
類資訊在幫助州政府、地方社區
、警察部門、建築商和零售商作
出有關學校、道路、老年人中心，
和其它事項與服務規劃方面會
起到重要作用。

我們服務德州已超過25年了﹗
SAM SHUM岑偉文

CPA﹐MBA﹐CPCU
9515 Bellaire Blvd., #A

Houston, TX 77036 (王朝對面)

精通﹕國﹑粵﹑英﹑越﹑潮﹑臺語

營業﹕星期一至五 9AM-6PM
星期六 9AM-2PM

岑氏保險公司
777-9111713

Sam's Insurance Agency

免費詢問

免費估價
健康保險

●初學者﹐年青駕駛者﹐有罰單
和車禍者﹐價比別家更優惠

●屋主﹑兩車以上﹑續保﹑良好記錄
者﹐保價特優

●最好的保費 ●完善的保障
●多家A級公司 ●比一下就知

●新房子(_15%)﹐防火保安系統
(_20%)沒不良記錄或車子同
一家公司保價特優

● 餐館﹑旅館﹑購物中心﹑辦公樓﹑勞工
保險等等, CGL,BONDS,商業車﹐
公寓等等﹐各類商業保險價錢特優

商業保險

汽車保險

房屋保險

AP保險及稅務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9:30AM-6:00PM
星期六10:00AM-4:00PM

Southwest: 10786 Bellaire Blvd #D﹐Houston, TX ,77072(位於Bellaire與Wilcrest﹐Kimson Bellaire對面)
Northwest: 10900 Jones Road Suite #5, Houston, TX 77065
Katy: 5770 Fry Road Suite #E, Katy, TX 77449

Annie To
註冊代表

幫助你所有的稅務及保險需求

所有保險項目﹕汽車﹑船類﹑房屋﹑商業﹑健康﹑人壽﹑共同基金﹑各類年金﹑退休金﹑IRA

特別專門於幫助客人省稅及最快速度拿到退稅

其他服務項目﹕公證﹑公司轉讓﹑交通安全講課

Tel: 281-933-0002 Fax: 281-933-9898
E-mail: anthonypham@apinsurancetax.com

AP保險及稅務公司可直接幫助你在比價後找到最合適的保險公司﹐如﹕Hartford﹑Safeco﹑Zurich﹑Travelers﹑Progressive﹑
American Mercury﹑American First﹑Fidelity﹑Foremost﹑Republic﹑Unicare﹑Bluecross BlueShield﹑Aetna﹑ING….

免費估價!價錢最佳!

保險人壽
房屋
商業
汽車
健康
保險4501 Cartwright Road, Suite #602, Missouri City, TX 77459

www.suecheung.com
手機﹕832-279-1101
Fax: 281-969-8696

Tel: 281-969-8281

張少英

12125 Jones Rd,Houston,TX 77070
Tel:281-955-8008 Fax:281-955-8998
e-mail:sherry@sherryleeinsurance.com

State Farm Insurance
提供保險和理財服務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藥，長期護理保險
子女教育基金 各種退休計劃 遺產規劃

李再融
Sherry Le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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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的編輯們都喜歡用什麼樣

的香水？有混合鄉間農田的味道，清

新空氣的味道，陽光的味道，玫瑰的

味道等等。於是乎，ELLE的編輯們討

論了她們一直以來傾心的香水。並總

結出了9種也是最適合女士的香水款

式。

1. Byredo Unnamed Perfume

“它並不是沒有完成的樣板，它

是無名，Byredo 十周年的香味。隨之

附贈的還有字母貼紙，任由你給這瓶

香水貼上你喜歡的名字。它叫什麼由

你來定，無名很奇怪，但卻令人難忘，

是我知道最好的化妝品禮物”--Julie

Schott，資深美容編輯。

價格：$230

2. Kahina Giving Beauty Fez Per-

fume Oil

“香氣：廣藿，橙花，熱沙組合成

了Kahina Perfume Oi----我的官方

2016 冬季香水---摩洛哥城市的味

道，但是當我用它的時候，我會想像自

己 住 在 七 十 年 代 Topanga 的 峽 谷。

”---Emily Dougherty，美容健身總監

價格：$78

3. Serge Lutens Parfums La Fille de

Berlin 50ml Eau de Parfum

“不要因為是紅莓色的香水就敬

而遠之：將它擦在你的手腕上試過之

後再決定。Serge Lutens每一款香水都

有屬它的層次，就像三星米其林餐廳

的食物一樣。在Serge Lutens有太多的

香水可以選擇，但是Berlin是我最中意

的城市，所以刺激的玫瑰香也是我最

喜 歡 的 味 道。”---Justine Carreon，

ELLE.com市場副主編.

價格：$135

4. Custom Mix

“代表我的香味就是屬我自己真

正的味道。我對於氣味有點“精神分裂

”的感覺，我今天喜愛的味道說不定明

天就拋棄。但是有幾種香水是我一直

堅守的，儘管有時候偏離的很遠，但是

總還是會回歸這幾種味道。冬天，我特

別喜歡 Strange Invisible Dimanche，裡

面有百合，玫瑰和蜂蜜的味道。在天氣

最冷時，我喜歡用 Tom Ford Shanghai

Lily 帶給我溫暖的味道。當天氣轉暖

時，我喜歡 Frederic Malle's lush，清新，

又有些像夏威夷梔子花。如果你讓我

只能選一個，現在我正愛不釋手的便

是 Le Labo's dreamy。”---April Long，

行政美容編輯。

價格：Le Labo Jas-

min 17, $240；

Frédéric Malle

Carnal Flower, $255;

Tom Ford

Shanghai Lily, $220;

Strange Invisible

Dimanche, $385;

5. Kate Spade

Walk on Air

“我不是特別喜歡

香水，但是我喜歡 Kate

Spade Walk on Air 的香

氣，我喜歡用味道較輕，

較 為 自 然 的 。

” ----Alyssa Bailey，

ELLE.com朱莉編輯

價格：$73

6. Annick Goutal Eau du Sud

“ 我 每 天 都 會 用 Annick Goutal

Eau du Sud。已經使用了很多年，我總

是在清新的柑橘香和濃郁的麝香之間

猶豫不決，但是這款神奇的香水混合

了這兩種味道。非常犀利，複雜，又非

常有特色但是仍然含蓄，不是那麼喧

賓 奪 主。”-----Chloe Schama，

ELLE.com執行主編。

價格：$65

7. Diptyque l'Ombre dans l'Eau

“我發現這款香水的是像一個

跟蹤狂一樣跟蹤了一位老太太，我

聞到這位老太太身上優雅的味道，

我就一直跟著她，希望讓她告訴我

她使用了什麼香水。從那以後，我就

一直使用這款香水。聞起來像是玫

瑰又像是秋天，雖然這樣，但是我一

年四季都用它。Diptyque不僅僅是香

薰蠟燭。”----Mattie Kahn，ELLE.

com新聞記者。

價格：$90

8. Fresh Rice Dry Oil

“我不喜歡聞起來像香水的味

道，我喜歡聞起來像剛洗完澡，乾淨

，自然的味道。不要太刺激。所以使

用身體精油讓我聞起來有點香香的味

道。Fresh Rice Dry Oil就是這樣的。它

很女性有很美好，但是絕不是化學的

感 覺。”---Natalie Mattews， ELLE.

com資深編輯。

價格：$48

9. Bonpoint Huile Douce

“每當我走過 Bonpoint 在 soho 的

商店---它法文的商標讓我覺得它賣

的小孩和嬰兒的衣服都特別漂亮。我

想，我以後當媽媽的時候一定要來這

裡購物，如果我能買得起的話。但是，

現 在 我 發 現 了 一 款 他 們 的 Huile

Douce，因為成分是用法文寫的，我也

看不懂，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於是我

也不知道我愛上了一款怎樣的香水。

但是我知道精油融化在我的皮膚裡，

聞起來像是開滿鮮花的田野，新鮮的

空氣還有陽光。”----Megan O’Neill

，美容健身編輯。

價格：$56

你都用啥香水？來看看ELLE 編輯們最
青睞的9款香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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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A
Sterling McCall

9400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TX77074

超低的價格和優質的售後服務
不是吹出來的，放眼Houston所有的TOYOTA車行

唯有我們的銷售團隊做到了
當您決定買TOYOTA之時，請務必聯絡我們

我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讓您成為我們的顧客

休城唯一，堪稱全美唯一
華人"一條龍"銷售，貸款，售後服務團隊

(銷售部經理)
由Steven Ye和David Luo提供超低售價，衆口皆碑

(貸款部經理)
由Ray Lee幫你完成貸款和過戶手續，簡便快捷

(服務部經理)
由David Wang為您解決任何疑難雜症，開的安心

Steven Ye葉
(713)518-3169

David Luo羅
(713)732-8388

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請攜帶此廣告指名找華人銷售經理

舊車換新車
$3000 政府補貼計畫已開始

請速與我們聯繫
(713) 518-3169

2016 RAV4,
Corolla,
Tundra

2017Camry

幾乎所有車型 年底賠本拋售
提前實施0%利息

2016 High Lander
終於等到零利息

（10 月 20 日起）

Bella 張
(281)223-2919

A7美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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