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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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5

Fast Easy Mortgage

代理多家銀行,費用低,利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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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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茶市天天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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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鳳城海鮮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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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
續
七
年
獲CC

hhaannnn eell1133
BBlluuee

RRiibbbboonn

殊殊
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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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常備東西岸游水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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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Friday 10:30am-3:00pm

Saturday, Sunday 10:00am-3: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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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就業率上升、人均工資上漲、房貸
利率下降的市場環境下，美國新房銷售量上升
3.1%，二手房交易量上漲3.2%。預計將迎來新一
輪購房高峰，房地產商也將增加住宅建設以應
對未來增長的購房需求。

據美國商務部10月26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即使今年八月份美國新房銷量有所下降，但截

至 目 前
的 總 銷
售 量 仍
上 升
3.1% 至
593000
單 位 每
年。彭博
前 期 研
究預測，
由 于 今

年6、7月份房產銷售量較低，至9月份，美國新
房銷售量將增速至600000單位/每年。

在就業率持續上漲，房貸利率降至歷史新
低的經濟情勢下，美國內部的購房需求逐步攀
升。同時，增長的購房量和新樓盤的開發也刺激
了美國經濟回暖；低端住房單位價格的上升和

建設量的增長也幫助刺激了房地產市場。
經濟數據研究公司NationwideInsurance

在新研究報告中表示：“新購房需求在就業率和
人均工資上漲的刺激下反應強烈；近期房貸利
率持續下降至歷史最低，選擇購置新房的人數
也越來越多。現在更多房地產商需要增
加住宅建設以支撐未來繼續增長的購房
需求。”

美國商務部近期將七月份讀取的的
新房銷售量修改至629000單位每年，此
數據為2007年11月份以來最高值。而八
月份的數據則穩定在609000，九月份的
預估數據在518000- 662000之間。前三
月新房銷售量數據的大幅度修改也反映
了該數據的劇烈波動。

日前，美國房地產交易組織全美地
產經紀商協會的數據顯示，九月份美國

二手房交易量也有所上升，年交易量上升3.2%
至5470000單位每年，但二手房市場的房源短
缺和價格上漲過快則對此類房的銷售形成了一
定的限制。
文章來源：網絡

川普時代房貸低于川普時代房貸低于
美國新房賣火了美國新房賣火了美國新房賣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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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終于簽了合約買下了第一棟房子，
下一步就是開始思考如何設計房屋。購買新建
案的一大好處就是能夠選擇從建商提供的裝
潢選項中，挑選自己喜愛的裝潢設計。

但對于第一次買屋的人，如何選擇可是一
大問題。櫥櫃、流理台桌面、地板、燈具及廚房
設備，甚至包含是否建造額外車庫或是衛浴，
以上提及的項目在房屋裝修的選項裏，仍是九
牛一毛。

新屋主究竟應該要怎麼做呢?

房屋結構
簽下合約後，第一件事就是針對房屋結構

及隔間做出決定。位于亞利桑那州的Cachet
Homes 銷售暨行銷副總裁蘇。古德奇說：「買家
簽約時，常被複雜的法律文件搞得頭昏眼花。
但我們確保在完成合約簽訂後，會立即與他們
談談房屋隔間。」

部分買家希望增加額外衛浴或是車庫、加
裝出入口、壁爐或是燈具等。買家必須在裝修
前期就下好決定，因為此類裝潢會影響房屋整
體結構及相關建築執照申請。另一方面，調整
水管管線及電線需要移除部分牆面，為避免不
必要工程，買家都應該儘早下定決心。

裝潢升級
買家也許認為房屋的美化裝潢例如牆面

粉刷、庭院造景、選擇燈具及水龍頭把手、地板
材質、牆面裝飾以及基本的廚房設備都是比較

不急迫的項目。就算建商交屋結案後，再來進
行也不遲，尤其當買家有充足的裝潢預算，並
不需要立即下決定。

達拉斯的Grenadier Homes建案底價中並
不包含加裝冰箱等廚房設備。根據Grenadier
Homes設計師凱西。克斯塔表示：「買家自行選
購有時會獲得更好價格。但直接向建商加購，
花費可被計算在貸款內，不會占用裝潢費用。」

此外，克斯塔也提醒，在交屋後進行的房
屋改裝，一般不會包含在建商保固項目內。當
然，另一個原因在于結案後，自行進行房屋改
裝，可能無法找到合適施工廠商，或是因承包
廠商不瞭解屋況而發生錯誤。

建商施工時間
儘量配合建商施工時程表。通常在簽約的

兩到三周後，建商會安排會議來瞭解屋主的設
計需求。不同建商會有不同規則，有些建商不
允許屋主二次修改裝潢項目。因此建議屋主在
會議時，詳列裝潢項目及需求，針對喜愛的設
計風格，也淮備照片幫助設計師進一步瞭解。

樣品屋
許多買家購屋起因于對樣品屋一見傾心。

然而樣品屋跟實際交屋後狀況可能不盡相同。
樣品屋通常搭配頂級建材及高級設備，而裝潢
選擇也未必會出現在建商所提供的方案中，若
想將新家設計得跟樣品屋一樣，必定需要額外

花費。

預算規劃
事先規劃預算並且依照計畫實施。當買家

走入建商的設計中心，就如同三歲小童進入琳
琅滿目的糖果店。頂級及極具設計感裝潢所費
不貲，因此儘量按照原先預算規劃以避免不必
要開銷。

對此，古德奇提供了一個參考金額：房屋
裝潢花費大約占房屋總價的12%為合理範圍。
切記房屋貸款金額需要涵蓋裝潢費用及房屋
總價。

實際需求
遵循原先的預算規劃，你不可能負擔所有

你所喜愛裝潢項目。建立清單時，可分為必須
項目及理想項目。

懷得利夫妻向Cachet
Homes購買了三房兩衛的
新屋，市價約為35萬美元。
他們淮備了3萬元來進行
裝修，其中兩萬六千元都
花費在櫥櫃及地板等項目
。懷得利太太表示：「原先
我們計畫在廚房防水牆面
做馬賽克拼接磁磚設計，
然而我們實在無法負擔這
筆費用，最後的折衷方案
是僅于烤箱旁牆面做小部
分的磁磚拼貼。」
未來變現價值
不要過度客制化。新

屋主想要將新家設計得極

具個人風格，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必
須考慮過度設計是否會影響未來出售的困難
度。佛洛裏達房地產經紀人安迪。威爾斯說明:

「屋主也許考慮熏衣草紫的廚房中島，然
而強烈個人風格會讓你在轉售時遇到困難。較
理想的方式是將喜歡的顏色運用在牆壁粉刷，
主要廚房流理檯面仍保持中性色調。未來出售
時，才能吸引較多買家。」

信任合作廠商
設計及施工團隊在改裝過程中，會解釋施

工細節，針對特定項目提供除了設計美感外的
專業意見。此外，也會針對屋主預算提出建議。
懷得利先生說:「施工廠商會努力幫助你完成夢
想新居。因此，請相信他們多年以來的專業及
經驗。」(文章來源：網絡)

美國新房裝潢改裝美國新房裝潢改裝88要訣要訣
新房建築商誠意推薦新房建築商誠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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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704-3298 PaulLinProperty@gmail.com

投資投資 // 自住自住 // 商業商業

Please Text or Call Paul Lin Property anytime

新屋專家 買方代表（Buyer's Agent)

Paul Lin
林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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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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有意買房子的人而言，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該買何
種價位的房子？我能負擔多少貸款？銀行同意的貸款額度？

換個方式來說，你衡量了利率、貸款標準及自備訂金後得出
自身能負擔的金額，剩餘部分，銀行會考量你的薪水、債務及信
用來決定你的貸款額度。

許多購屋族傾向使用”速求法”，利用線上網站的計算功能
來估算。當然，輸入了薪資、日常花費及信用額度，你的確能迅速
得出潛在可行的貸款額度。然而，速求法只是粗略估算。實際上，
你得到的貸款額度仍取決于不同借貸方的評斷標準。

以下三大秘訣能夠更準確的判斷你是否符合特定項目的貸
款條件：

貸款秘訣一：債務/薪資比例
Debt-to-Income Ration（DTI）

借貸方通常會透過債務除以薪資的比例當做基準，並借此
判斷你的還款能力。主要是要確認你的薪資能夠支付：

•每月房貸支出；
•其他債務：信用卡、車貸、學貸等。
如果你每月薪資有極高的百分比要拿來負擔各種貸款，相

對地，就會壓縮你日常食衣住行等基本開銷。而借貸銀行根據統
計分析，認為負擔高的人準時還款的機率較低。

舉例來說，你每月稅後薪資為六千美金，每月房貸為三千美
金，債務比即高達50%。因此，大部分借貸方都會希望你降低以
下兩種債務比。

1. 房貸相關支出：
•本金、利率、房屋稅及房屋保險；
•社區規費：含清潔費、管理費等；
•其他額外項目：例如水災保險及其他外加保險。
2. 整體債務比例：比起房貸債務比，整體債務比例

更為重要。延伸上述例子，每月薪資為六千元，房貸加其
他債務總支出是$2460，則DTI為41%。這個比例對大部
分的借貸方都是可接受的。然而一旦比例超過了50%，你
通常會被常規貸款拒絕，少數人可透過FHA申請到款項
。

貸款秘訣二：選擇貸款項目
對新買家來說，貸款項目的選擇將會影響到還款能

力。總體而言，美國有四種常見的貸款項目：
1. 常規貸款：借款人的房貸會被銀行轉賣給美國境

內最大的債務投資公司－Fannie Mae房利美及Freddie Mac
房地美（由美國政府贊助之企業）。因次級投資風險較高，此類貸
款需要支付較高的頭期款及嚴格的審核標準。

2.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由美國政府
贊助，專門針對無法支付20%以上頭期款的中低收入借款人。一
般來說，首購族及歷史信用較差的人適用此方案。

3. 退伍軍人貸款 Veterans Administration（VA）：由美
國退伍軍人管理局所提供，幫助現役及退役軍人申請貸款。

4.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又名鄉村
開發貸款。此項貸款是為了鼓勵在鄉村及小城鎮的買家，由于此
類地區地方銀行的貸款額度通常低于大城市，希望透過優惠措
施，活絡地方房產市場。

若買家的信用分數達到580點以上，FHA貸款只需要買家
負擔3.5%的頭期款。FHA的放款標準也比常規貸款來得寬鬆，
儘管DHI超過50%，若就業狀況、信用分數、帳戶存款及其他資
產表現良好，仍有機會申請到款項。然而，為了避免次級房貸悲
劇重演，近期FHA提高了抵押貸款保險費的要求。

FHA提高後，甚至會高于常規貸款所要求的金額。而一般
對于符合鄉村開發貸款及軍人貸款的買家而言，此兩類項目仍
是貸款額度最高，並且會涵蓋支付訂金。

註：一般國外買家並不適用以上提及之貸款方式。若有意于
美國購屋，需聯絡房地產經紀人，透過他們尋找合適的借貸銀行
。若國外買家持有美國護照、綠卡及H1B工作簽證則適用于常規
貸款。

高貸款金額可減輕買家壓力，但最終仍須考慮自身的還款
能力

貸款秘訣三：系統自動化審核貸款
一般大眾也許不太瞭解，貸款申請的成功與否大多是透過

兩大系統的審核。其一為Loan Prospector（LP）由Freddie Mac
房地美擁有，另一個為Desktop Underwriter（DU）隸屬于Fan-
nie Mae房利美。審核結果可分為：同意、拒絕及或許同意。

綜合而言，兩大貸款機構供給了美國房地產市場大量的貸
款金額。兩者線上申請系統也被眾多銀行及貸款機構所使用。就
算是由政府機構背書的FHA、VA及USDA都還是會參考這兩大
系統的審核結果。

進行方式為銀行受理買家的貸款申請，將相關資料輸入LP

及DU系統，兩大系統會經由統計結果來判斷申請人的財務狀況
、信用額度、收入、資產甚至包含過去貸款歷史做整體的考量，最
終判斷出貸款同意與否。

系統化審核的好處在于，系統會自動比較買家的正負面記
錄，通常正向分數可以補償負面扣分。因此系統審核會比人工審

查來的寬鬆，許多DTI（債務薪資比例）高達45-50%的申請者，仍
有可能通過審查。儘管房利美官方的標準是低于41%。

有技巧的貸款機構甚至會透過微調你個人記錄的項目，幫
助你通過系統審核。例如利用信用卡申請提高信用分數或是透
過其他項目拉高收入總和。但切記，買家必須確定最終的貸款金
額是自身可以負擔的。

其他重點：
1. 收入：買家的合法收入不只包含每月薪資。除了正職之

外，買家可能兼差、收房租、投資、公司提供交通津貼、贍養費及
孩童扶養費，這些額外項目都可提報為收入，只要能提出證明佐
證以上費用都是穩定且持續的收入。另外，中老年的申請者，兩
大系統也接受社會福利津貼、退休金及傷殘補助等特殊項目。

2. 信用分數：信用分數占了很重要的角色。有些借貸方不
願意借款給信用分數低于640-680的申請者。就算接受了，借貸
方也有可能向買家徵收高額的額外費用，儘管LP及DU認定申
請者通過審核。注意：市面上有許多計算信用分數的網站和機構
，但唯一官方認證的自動審核機構是FICO。其他機構不論名氣

及權威性再高，都未必可完全信賴。
3. 手續費：千萬不能忘記手續費。依照房屋的所

在區域，手續費範圍可能占房屋總價的2-5%。許多
建商或是房屋擁有人會代為支付手續費，作為提升
買家購屋的誘因。好消息是，房地美及房利美都可以
接受賣方代為支付3%的金額，而FHA的容許範圍是
3-6%。

現在你應該對于房屋貸款有了基本認知及初步
概念。儘管貸款金額高，可減輕買家壓力，但最終仍
須考慮自身的還款能力。切記不要因為銀行可提供
高額貸款就開心接受全額，應考慮自己的支付能力
作為最後決定。身為債務及資產的所有人，你應該將
所有未發生的支出都納入考慮，例如孩子未來的大
學貸款或是婚禮支出。最後建議－貸款額度最終決
策取決于你及借貸方共同認定可行的每月還款金額
。(文章來源：網絡)

貸款申請三大要訣貸款申請三大要訣 掌握易如反掌掌握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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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率與房價有多掛鈎就業率與房價有多掛鈎？？

美國哪裏就業機會好呢，這是留學生和求
職者很關心的問題。而美國10大容易找工作的
科系有家庭和消費者科學、語言學、娛樂管理、
食品科學、包裝、犯罪學、社會工作、城市研究、
自然資源和老年學。和這些專業對口的小夥伴
們找工作是十分占優勢的。

根據 CBS 新聞 5 月 18 日報導和招聘網站
Glassdoor通過分析，小編找出全美就業機會多

的前10個城市。

1.聖荷西（San Jose）
擁有近100萬人口的聖荷西矗立在矽谷

的中心，這裏就業機會很多，但生活成本也是
令人咋舌的天價。

這裏的平均基本工資為112,000美元，聽
起來似乎不錯，不過平均房價為957,000美元
，高得不可企及。也就是說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的工人可以租住或者購買平均價位的房屋。
這裏的三個熱門職業是：架構師、HR經理和
數據科學家。

2.舊金山（San Francisco）
擁有80多萬居民的舊金山充滿就業機

會，這裏有超過121,000個職業空缺。
雖然就業機會豐富，但這座北加州城市

的生活成本已增長到天文數字。平均基本工
資為88,000美元，但平均房價為806,000美元

，使得置業成了很多人遙不可及的夢。
舊金山的三個熱門職業是數據科學家、業

務經理和初級平面設計師。

3.西雅圖（Seattle）
西雅圖有像亞馬遜和星巴克這樣的著名大

企業，作為就業機會第三的城市，這裏有103,000
個職位空缺。這裏的平均基本工資為85,000美

元，平均房屋價值是382,700，高于全國平均水
平。

西雅圖的三個熱門職位是UI-UX（用戶界面
，用戶體驗）設計、數據科學家和項目經理。

4.波士頓（Boston）
波士頓是這座馬薩諸塞州重要的城市，也

是全美就業火熱的地方之一。約645,000人口的
波士頓擁有121,500個職位空缺，平均基本工資
為67,500美元。

波士頓房地產昂貴，平均價格為39萬美元。
該市三個熱門職業是護士、應用開發商和銷售
開發代表。

5.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美國首都的生活成本可能會比其他一些城

市更昂貴，但也有很多職位空缺：超過163,000
個職位在招聘。

這裏的平均基本工資為70,000美元，平均
房價是364,100美元。這裏的三大熱點工作是開
發部主任、業務經理辦公室和數據科學家。

6.奧斯汀（Austin）
這座德克薩斯州的首府越來越成為高科技

中心，但比西海岸一些科技城市的成本更低。
這座擁有 890,000 居民的城市有超過 45,

000個職位空缺，這裏的平均工資是61,000美元
，平均房價
已 達 247,
000美元。

奧斯汀
的三大熱點
工作是創意
總監、財務
經理和架構
師。

7.鹽湖城
（Salt
Lake City
）

鹽湖城
有越來越多
的高科技產
業。這個約

20萬居民的城市擁有23,000個職位空缺
基本工資58,700美元，平均房價為234,400

美元，可以說在這裏生活比較經濟實惠。

8.羅利—達勒姆（Raleigh Durham）
這個大約200萬居民的城市擁有近35,000

職位空缺。
平均工資為62,000美元，平均房屋價值為

209,400美元。該地區的三大熱點工作為注冊護
士、副研究員和軟件工程師。

9.明尼阿波利斯及聖保羅（雙城）（Min-
neapolis and Saint Paul）

這裏儘管氣候寒冷，但就業市場炙熱。擁有
4.1萬居民的大都市地區擁有超過65,000個職位
空缺，平均基本工資65,000美元。

這裏有 17 家世界 500 強企業，其中包括
Target 和 Land O’Lakes。平均房價為 219,400
美元。該市的三個熱門職業是網頁設計師、銷售
經理和業務開發經理。

10.俄克拉何馬市（Oklahoma City）
能源行業曾占主導地位的俄克拉何馬城，

在近幾年擁有多元化的就業機會。這座約130萬
人的城市擁有約20,600的職位空缺，平均工資
為50,000美元。

雖然工資可能比一些城市低，但這裏平均
房價為132，500美元，一般工人都能買得起房子
。俄克拉何馬城的熱門職位包括送貨司機、會計
和客戶經理。(取材網路)聖荷西 西雅圖

舊金山 波士頓 華盛頓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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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三屆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發布會
暨2016 國際資產配置趨勢論壇在深圳召開。胡
潤研究院與匯加移民聯合發布《2016 中國投資
移民白皮書》顯示，一半以上高淨值人群擔心人
民幣貶值。平均海外金融投資額占平均財富的
15%。未來三年，都有超過6 成的高淨值人群打
算在海外配置投資性住宅。美國西部最吸引中
國高淨值人群移民和海外置業，特別是洛杉磯、
舊金山和西雅圖。

據悉，這份28 頁的專業報告基于2016 年8
月至10 月胡潤研究院與匯加移民對240 位平
均財富2700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已移民、正
申請移民和考慮移民的中國高淨值人群進行的
專項調研，深入探索這部分人群的全球資產配
置，移民和海外置業相關問題，同時推出原創指

數“最適合中國高淨值人群
投資移民的國家”和原創排
名“目前中國高淨值人群最
喜歡的移民和海外置業城
市”。這是胡潤研究院與匯
加移民連續第三年發布《中
國投資移民白皮書》。

中國經濟網報道，白皮
書顯示，美國、英國及加拿
大成為最適合中國高淨值
人群投資移民的國家，其次
是澳大利亞及新加坡，愛爾
蘭首次進入前十。而從單項
得分上來看，美國在教育、

投資目的地、移民政策適用性、海外置業、護照
免簽以及華人適應性各項指標上均排名第一。
投資移民而言，美國投資門檻最低、政策最便捷
，再加上其在全世界範圍內遙遙領先的教育環
境及穩健的經濟發展，使美國成為最受中國高
淨值群體青睞移民目的國。

在海外置業用途上，白皮書顯示，滿足工作
和生活需求的自住置業以43% 排名第一，其次
，資產配置需求和子女教育居住均有超過10%
的占比。在考慮海外置業時，高淨值人群會有許
多考慮因素，其中，性價比高排名第一，其次是
投資價值和移民身份的獲取。置業區域上，學區
以 52% 的高占比排名第一，比去年增加6%；其
次是市中心（23%）、華人區（17%）。

在全球資產配置方面，白皮書指出，88% 的

高淨值人群表示對全球金融環境非常關心。一
半以上高淨值人群擔心人民幣貶值，其次對美
元匯率和海外理財也有相當高的關注度。調查
顯示，高淨值人群平均海外金融投資額為398
萬元，占平均財富的15%。分散風險超過子女教
育重新成為高淨值人群海外金融投資的最主要
原因，占比25%；子女教育退居其次，占23%；
再次是移民，占22%。

在海外金融投資的方式上，外匯存款的投
資比例最高，為31%，其次是基金15%，保險也
有13%。開設海外公司、風投/ 股權投資等高風
險的投資比例不高。此外，超過八成的高淨值人
群表示有“愛好型投資”，名畫（24%）和名表
（16%）是愛好型投資中最主要的兩大投資方式
，其次是郵票、名酒和古董車。與去年相比，名畫
的投資比例有較大的提升，上升幅度達到33%，
而名酒則由去年的6% 下降至4%。

移民賬戶需申報中國啓動高淨值賬戶
涉稅調查

北京《中國經營報》報道，全球範圍內稅收
征管信息將開始互換。近日，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發布《非居民金融賬戶涉稅信息盡職調查管理
辦法（徵求意見稿）》，要求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從
2017 年1 月1 日起識別非居民賬戶，收集賬戶信
息，尤其2017 年年底前完成對存量個人高淨值
賬戶盡職調查。

據瞭解，中國居民移民後即屬於非居民賬
戶，其在國內的金融賬戶信息屬於上述辦法收

集範圍，這部分賬戶信息將從2017 年 1 月 1 日
開始接受國內金融機構識別、收集等盡職調查，
並在2018 年報送稅收居民所在國。

根據徵求意見稿規定，中國境內的居民不
需要申報賬戶信息，非居民賬戶則要配合金融
機構申報涉稅信息。

德勤稅務合夥人俞娜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
示，如果一個人已經成為境外國家或地區的稅
收居民，那麼他在中國的金融賬戶則將被視為
中國的“非居民賬戶”。其賬戶信息將會被收集、
報送，未來也可能會交換給其稅收居民所在國。

近年來，中國居民大量移民海外。來自美國
移民局的數據顯示：2016 財年（2015 年10 月至
2016 年9 月）美國政府共簽發9947張EB-5 簽
證，其中7512 張發放給了來自中國的申請者，
占比達到75.52%。

中國社科院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每年的移
民人數保持在19 萬人左右，對于移民居民，其
在中國的金融賬戶則會被視為“非居民賬戶”，
屬於此次識別範圍。也意味著從2017 年 1 月 1
日開始，這部分賬戶信息將會被收集和報送。

2016 年 1 月 18 日，國稅總局發布《多邊稅
收征管互助公約》，2 月1 日此公約對中國生效
，並决定自2017 年1 月1 日起開始執行。

為了履行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國際
義務，稅務總局明確規定了第一次信息交換時
間是2018 年。(取材網路)

中國富中國富豪海外置業首選美國

最近幾年，圍繞海外置業的話題層出不窮，
且不斷升溫，高淨值人群把目光紛紛轉向海外
市場，隨著國人對于生活視野的不斷提升與人
們對于物質滿足的強烈需求，留學、度假、移民、
投資等需求日益旺盛，也帶動了整個海外房地
產行業的增長。那麼，國人赴美國投資買房到底
有哪些優勢呢？

優勢1美國房屋產權為私有制，永久產權中

美房產最本質的區別在于房屋產權和擁有方式
。中國房屋產權是公有制，買了房子之後最多有
70年的使用權。而美國房產實行私有制，並且是
永久產權。在美國買房，包括房子和房子上方的
天空和下方的土地全部永遠屬於自己。

優勢2美國房子價格不高，甚至低于中國。

現今，美國所有房屋的平均中間價格為16.3萬美
元，也就是說，有一半的房產低于97.8萬人民幣
。這個價格在中國很多城市來講都顯得那樣平
易近人。用同樣的價格，在美國買房子可以比中
國大三倍以上。或者說，用買中國房子三分之一
的價格就可以在美國同等區域買一套大房子。

優勢3美國房產市場處于投資的最佳時機

從美國幾十年的房市來看，美國房價呈周期性
變化，差不多每10-12年一個周期。經過了2006
年一直到2012年初的樓市回跌，美國己經走5
年到6年的房價下降期，懂得投資的人都可以
看出，未來差不多5~6年美國房價會繼續穩定
上漲，美國買房正值最佳投資時機！

優勢4美國房產政策完善，法律環境健全，

房屋產權受保障美國的房地產法律經過了幾十
年的發展和完善，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善和成熟

的房產法律制度和市場。比如美國的房產信息
是公開的，購房者可以去政府網站查看意向房
產的全部詳細信息。所有的交易信息，包括實際
價格、稅額、交易日期、交易情况，都必須明確地
呈報，這就有效的避免了炒房現象的發生。此外
，美國政府會保護房屋擁有者的
產權，並保障房產交易中買賣雙
方的權益，比較公平公正公開。

優勢5美國房產可以獲得較

高的租金回報率以出租和投資
為目的在美國買房會有穩定的
房產增值效益和獲得較高的租
金回報。

優勢6美國有多種房產類型

，可以依據投資目的自如選擇美
國房產類型分為：獨棟別墅、聯

排別墅、公寓、多戶住宅。每種房型會分布在不
同的地區或城市，並匹配不同的投資目的。如投
資、留學、養老買房都有比較適合的幾類主要的
房產類型。文章來源：網絡

海外置業成熱潮海外置業成熱潮
投資美國房產有哪些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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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美華裔老人
更愛獨居 更有歸屬感

【來源:中新網】
中新網10月27日電 據美國

僑報網編譯報導，科研領域新興
新聞網站 Phys.org 當地時間 26
日報導，一項研究表明，舒適的
居住環境和遠離成年子女獨自
居住讓美國的老年華裔移民更
能找到家的感覺，生活滿意度也
會更高。

喬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國際長期護理
董事協會(nter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Long Term Care Direc-
tors)以及陝西師範大學的研究
人員發現，為老年人制定的良好
社會政策，如醫保(Medicare)、醫
療補助(Medicaid)，低收入住房
以及社會服務等是讓老年移民
在異國他鄉找到歸屬感的重要
因素。這些研究成果已在《跨文
化 老 年 學 雜 誌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上
發表。

“亞裔美國老人這一少數族
裔得到的關注很少。”詹喬治亞

州立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妮
•詹(Jenny Zhan)博士說，“他們
的需求常常得不到應有的照顧，
因為人們都認為他們能夠自給
自足，並且得到了家庭成員的關
愛。”

亞裔是美國少數族裔中增
長最快的族群之一。亞裔美國人
的移民率在2010年首次超越嶲
語裔，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
。這其中的許多移民都是老年人
。華裔美國人是占比最大的種族
，同時也是年齡最大的。根據美
國人口普查局(The U.S. Census
Bureau)的預估，到了2050年，65
歲以上的亞裔美國人數量將達
到 240 億，這是 2000 年數量的 3
倍。

這些老年移民來到外國生
活後，會遇到無數的挑戰，比如
不會說所在國的語言，在這裡沒
有工作經歷以及只能賺得微薄
的工資。

對於美國亞裔族群的研究
很有限。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針

對在國外生活的華裔老年人的
情感研究。隨著移民到美國的亞
裔美國人越來越多，他們在這裡
退休、養老，瞭解他們對於家的
概念以及生活滿意度不僅能夠
揭示出他們的生活品質，還能夠
為政策制定者和社區組織提供
信息，以便提供更好的社會服務
。

這項研究的老年參與者大
部分來自於中國。整體看來，參
與者認為自己在美國的歸屬感
較高：92%的人都對他們的住所
是一個“舒適的地方”表示贊同
或強烈贊同，89%的人表示“我
住的地方給我一種家的感覺”。
81%的人對自己的生活表示滿
意。

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跟著
子女來到美國，在這裡幫忙帶孫
子孫女。超過一半的老年人表示
，他們更願意和成年子女分開住
，他們提到了“不同的習慣、時間
安排以及生活方式，並且不希望
妨礙到子女”。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161121A 簡
星期一 2016年11月28日 Monday, November 28, 2016



I/房地產專日/雜版/投資移民/161107B 簡

簽證、永居與入籍，這些名詞你真的
搞清楚了嗎？

下面就簽證、永居、入籍的區別，為大家介
紹移民過程中都有哪些身份。

簽證：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國家給你的
比如旅游，探親、學習等一系列的入境
許可的統稱。

一般我們粗略的分為兩種，短期簽證和長
期簽證。

短期簽證，比如為期 30 的天，入境可呆 15
天的旅游簽就屬此類，比如為期六個月的可入
境呆30天，各個國家給的都會隨著不通過申請
人的不同入境目的給不一樣的期限；

長期簽證，就是一次性給一個很長期限的，
比如最近的美國十年多次往返簽證，一次性給
你十年的，每次可以最長逗留6個月，即使護照
到期了，這個簽證還是有效的，新護照和舊護照
一起搭配還可以繼續使用。

另一類有代表性的，比如加拿大的十年多
次往返，只給到你護照的有效期，護照過期了簽
證就作廢了，到時候就需要重新申請，最長逗留
期限同樣是6個月，到期就需要出境至少24小
時，再入境。一般來說，十年多次往返簽證是一
個國家能給到申請人最長期的簽證了。

現在因為08年金融危機催生的歐洲買房移
民項目，比如希臘的25萬歐元買房移民，給的簽
證先是5年期的，可以多次入境，但是逗留時間
卻沒有限制，這種簽證表面上叫簽證，實際上可
以說就是永居了，這個我們稍後再說。

現在因為政策放開美國十年多次往返簽證
比以前好申請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嘗試下，基

本上你拿到美國十年的，其他國家的簽證都會
好申請很多；加拿大因為聯邦投資移民一刀切，
為了緩解民怨吧，基本上條件不是太差的，基本
上申請加拿大的簽證都是直接給到護照的有效
期。

至于上面說的比如希臘的這種長期簽證，
一方面對于歐洲有生意的客戶來說，是非常方
便的，相當于把國內的一套房子搬到希臘，順便
拿一個通行歐洲26國的自 由簽，順便享受他的
投資收益，畢竟歐洲的房價自08年之後有了很
大的降幅，永久產權傳給子女也是不錯的，什麼
時候覺得賺夠了，賣了就是，簽證也就隨機取
消 了。

永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綠卡。
綠卡是因為美國的永久居留權是綠色的，

所以大家習慣叫綠卡，加拿大的永居大家習慣
叫楓葉卡，因為上面有楓葉的圖案。

永居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許可，跟本國公
民只有兩個區別，一個是沒有政治權利，也就是
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國情的關係，我們
大家對這個並不是很在 乎；另外一個區別就是
人家公民可以拿著他們國家的護照，享受全球
100幾十個國家的免簽待遇，可以做我們羡慕的
想走就走的旅行。

永居和公民基本上的區別就是這兩條，當
然其他的有些國家可能會有細微的區別。永居
可以這樣理解，你可以無限制的進出這個國家，
並且可以無期限的居住逗 留，基本上當地人可
以幹的事情，除了上面兩樣，你都可以幹，一般

也不會被取
消，除非你犯
了罪，比如有
的國家規定，
被處于三個
月以上刑期
的，可以被取
消，其 他 的
基本上都不
會被取消身
份。拿到這個
身份的國人，
我們一般稱
之為華僑，雖
然嚴格意義
上來說這個
不準確。

像美國加
拿大的永居

都有一定的居住限制，俗稱移民監，比如加拿大
要求，每五年都要居住滿兩年才能更換楓葉卡；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特別例外的，新西蘭的永 居，
只要取得了，沒有任何居住時間的限制，想什麼
時候回去就什麼時候回去，業內稱之為

“永久回頭簽”，新西蘭是不錯的，政治
清明，官員廉潔，連永居條件都 這麼好。
永居的下一步就是入籍了，很多國家規
定永居是入籍的必要條件。

入籍：也就是本質上已經不能叫
中國人了，對應永居的華僑的叫
法，叫華人了，比如美籍華人。

雖然一切看起來都是中國人，比如
他其實是美國人。按照中國的法律，加
入外國國籍的，視同于自動放弃中國國
籍，雖然傳言將來會有鬆動，承認雙重
國籍，但是 目前看來還沒有這樣的徵兆
。但是這裏面有一個問題，如果你加入
的國家承認雙重國籍，那麼你入境的時
候如果不適用外國的護照，國內海關是
不知道你有外國身份 的，當然這裏面有
些技術上的操作，就不深談了。

國內最近查裸官，是個好舉措，不
要不查全是人民好公僕，一查全是某籍
華人之類的。入籍了拿的就是外國護照
了，所以也就享受上面所說的，政治權
利和免簽待遇。加拿大的華人日漸增多
，手中握有選票的人日益增多，政黨就
要來討好選民，有選票的才是大爺。

不論是移民身份還是簽證申請都

比以前是大大的好辦了，但是國人長期被壓抑
的需求旺盛，也有投資門檻越來越高的趨勢，移
民要趁早。

TOYOTATOYOTA
Sterling McCallSt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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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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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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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美國夢 移工想變移民
因為美國發展條件相較其他國

家優，各種人才總想往裏擠，也因
非法移民特別多，讓它的移民政策
特別難、特別敏感、特別復雜。國內
左派和右翼人士立場也南轅北轍，
看法極端。

美國移民法草案改革目前仍躺
在國會，動彈不得，美墨邊境兒童
人球問題更困擾奧巴馬政府，遲遲
無法定奪！不管政策向左或向右，
壹般人談到移民，直覺反應還是想
到美國！隨著全球化深化影響，美
國算是引進大量移工的地區，也讓
它的移民政策成為受到高度關註
的政治、社會議題。

這個素來有民族熔爐（melting
pot）之稱的國家，雖因經濟情況不
同，移民政策時緊時縮，但大體而
言，每年約可容納近百萬來自世界
各國的移民。融合各種種族、族群，
包容各種語言、風俗習慣，讓立國
200餘年的美國依舊是大家心中的
夢！

移民政策復雜左右派人
士立場迥異

過去 20 年來，中南美洲方面，
尤其是墨西哥裔，持續不斷大量湧
入美國；亞洲部分，除了香港、臺灣
、韓國之外，中國大陸、印度是最大
宗；北方的俄羅斯及東歐國家移民
美國人數也很可觀。

再往前推，英國、愛爾蘭、澳洲、
德國、義大利、希臘、波蘭等國家，
都是構成今日美國族群很重要來
源。

也就因為美國的發展條件相較
其他國家優，各種人才總想往裏擠
，也因非法移民特別多，讓它的移
民政策特別難、特別敏感、特別復
雜。左派人士認為基於人道主義及
世界和平，對尋求庇護及非法移民
者較為同情，但右翼人士斥為荒唐
！立場南轅北轍，看法極端。

過去數年，雖然媒體經常提到
「美國夢」不再，但各種移民方式，
包括婚姻、投資、職業或專業人士
等的簽證排期依舊滿檔。

就拿臺灣留學生學成後最常
采取的辦法之壹，先找到雇主，拿
到勞工紙，再申請工作簽證為例，
光想拿到H1簽證都不是容易的事
。

移民工作簽證裏，又以下列三
類最多，包括屬於跨國經理人、傑
出人才的EB1；本科生（大學）以上、
碩士學位的 EB2；以及本科或以下
所謂的低階勞工的EB3。

從工作移民簽證排期可以清楚
看出美國吸引全球各地移民的魅
力所在。今年 4 月 1 日開放申請工
作移民簽證（H1），17萬多人提出申
請，不到壹周時間，8萬5000名額即
告壹空。

向往自由自在氛圍申請
工作簽證以中印人最多

在美執業長達近30年的移民
律師談天行觀察，最近 10 餘年，申
請工作簽證最大宗當屬中國大陸
及印度，其中以數理、科技、電腦人
才偏多。

談天行分析，照理大陸經濟好，
人不該往外跑，臺灣經濟表現較差
，理應有人想出外打拼。但實際情
況卻相反，大陸人前仆後繼出來，
反倒臺灣人出來的不多。

探究原因，不外乎包括追求較
好的生活環境、給予子女更好的教
育，以及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兼具包
容又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圍。他說，
這種氛圍就是吸引力所在！

對中國大陸移民潮而言，美國
的開放社會、較為公平及公正的制
度、良好的自然環境以及讓人安居
樂業的安全感，更遠遠超過大陸快
速增長的經濟動能更來得迷人。

來自天津的美國執業律師湯學
武認為，盡管「美國夢」或許有些褪
色，但每年各種移民名額，仍難以
滿足各方需求。事實上，不管就經
濟動能、軍事力量或社會穩定等各
方面條件，「美國夢依舊難以被取
代」。
時代不同移工或移民政
策隨之改變

另外，2001 年 911 前後，美國
主管移民的單位做了些許改變，以
往移民簽證由「美國移民與歸化局
」（簡稱 INS）負責審理，但 911 後，
美國會在2003 年3月1日將移民局
壹分為三，納入國安部，分為「公民
與移民服務局」（BCIS）、「海關及邊
界保護局」（BCBP）以及「移民及海

關執法局」（BICE)等三個機構。美
國雖基於國家整體安全考量進行
組織重整，惟移民申請業務並無多
大變化。

美國教育界近幾年 興起壹股
「STEM」教育熱潮。STEM 代表科
學、科 技、工 程 及 數 學（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
，簡稱STEM），連帶使科學、技術、
工程、數學等四種人才大為美國所
愛。同時為了振興疲軟的經濟，更
歡迎投資移民。投資 50 萬美元，聘
用10人，就可買到競逐美國夢門票
。
美國過往曾因經濟情勢不同，失業
率高漲，數度緊縮移民數額，但移
民畢竟可以滿足或遞補美國整體
社會某些領域人力不足之憾。加上
，移工或移民帶來的購屋、汽車、保
險、消費及教育等各種支出，也替
美國創造不少的經濟效益，利大於
弊。

不管移工或伴隨而來的移民，
在美國不僅是社會議題，更是政治
議題，也涉及經濟議題，時代不同，
考量也就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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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移民美國租房經歷見識現實中
的種族歧視
華人在美國買房很難，那買不
起房，租房難不難？租個別墅得
花多少錢？再找個房客分攤房
費可以嗎？找房客，怎麼“委婉”
地只要白人和華人？華東師範
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教
授林廣在《東方早報》撰文介紹
自己在紐約的租房經歷，以餮
讀者。以下為文章原文。

我在紐約當二房東
紐約租房難！這並不奇怪，紐約是

世界頂級的金融中心、經濟中心和文
化中心。每年慕名前來考察、學習和參
觀的人多達5,000萬。大量流動的人口
加大了紐約住 房需求。另外，紐約房
屋每年要交 2%至 3%地產稅、公寓管
理費和水電氣等費用較高，而租房費
較低，這使 80%以上的紐約人寧願租
房。因此，紐約房屋租賃市 場一直十
分火爆。

盡管如此，紐約房屋租賃市場卻
非常規範：通過中介租房，租房者要付
相當於一個月房租的中介費；房東不
能隨便毀約或趕走房客，即使房客失
業，無力交付房租，也 不能趕走房客；
房東不能隨意增加房租，每年升幅不
能超過平均工資的增加幅度；租房者
要提供護照、學校證明、銀行存款清單
、報稅記錄等材料，否則房東會要求
房客預付半年到一年的房租。房東與
房客之間矛盾如不能協商處理的，可
上法庭打官司，由法官來判決。

華人在美國買房難上加難
紐約的五個區裡，曼哈頓島房租

最貴，皇后區、布魯克林區等地較為便
宜。基於此，我委託在新澤西州工作的
朋友幫忙，在曼哈頓以外的地區租房：
要求社區安全、到 紐約大學交通方便
。朋友非常熱心，從“到紐約大學交通
方便”的思路出發，在租房網站上篩選
了幾百條租房廣告，最後選定布朗克
斯區東194街的“別墅一樓，三室一廳
一衛，距地鐵6號線僅5分鐘步行路程
，月租 1,250美元”。因為地鐵6號線的

阿斯特-庫柏學院站
離紐約大學只有 5 分
鐘，所以朋友給房東
打電話確認房源以及
房租是否包括水、電、
氣等費用事宜，在得
到肯定回答之後，立
即代我們簽下了租房
合同。

眼見住別墅這一
多年的夢想，就要成
為現實，即使是臨時
性的，我心裡也充滿
著期盼。2006 月 8 月
15日，我們一家三口如期抵達紐約，住
進事先租好的房子。這 是一套別墅住
宅，地面二層，地下一層。他們家住二
樓，我家租住在一樓，三口人住了兩間
，還空著一個房間，另有樓梯通往地下
室。

我們全家很滿意，住別墅就是不
一樣的感覺！可是到了第二天，這種感
覺就消失了。我到紐約大學去辦理報
到手續，從我家到地鐵 6 號佩藍灣公
園站（Pelham Bay Park），從6號線阿斯
特-庫柏學院站下車到紐約大學，都
是步行差不多5分鐘。這兩個“5分鐘”
確實和租房廣告上描述的非常吻合。
殊不知，從上車到下車 期間要停靠34
個地鐵站，一個單程要花一個半小時，
來回就得3個小時。天啦，我們上了虛
假廣告的當嗎？難道紐約也有“大忽悠
”？我這麼細心的人怎麼就讓人給忽悠
了呢？我心裡甭提多難受，鼻子幾乎都
氣歪了。但是，租房合同已經簽了，而
且是朋友幫忙簽下的房子，如果退房，
我們除了承擔違約金外，還要考慮退
房後 能否馬上租到房子，如果不能及
時租到房子，那麼我們豈不是要睡到
大街上？考慮再三，我還是決定住下。

房東是一位來自中國廣東的移民
，上個世紀80年代來美國攻讀醫學博
士學位，畢業後就在曼哈頓一家醫院
從事研究工作，小有成就，但他苦於

“工作無論如何出色也 只能晉升到單

位中層”的殘酷現實，所以乾脆取出多
年的積蓄，搶在2002年美國房地產價
開始飆升前購置了四套別墅和一套公
寓房，從而拓展了第二職業：房屋 中
介兼房屋維修工。他把房子分成若干
個單元出租，週末就忙於收房租、做廣
告以及修理房子、修理草坪等活計。

東194街離海邊不遠。週末，我們
就到佩藍灣公園進行親子活動，在海
邊撿貝殼、捉蟶子，好不愜意！這真是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那顆因租房
失誤造成的憤 懣之心逐漸恢復了平
靜。可是，好景不長，麻煩事又來了。約
莫有一個月以後的一天，房東來收水、
電、氣等費用。我們感到很詫異，朋友
告訴我們說房租包括水、電、氣費用，
但是房東否認。他一本正經地說，“紐
約的房租可以包水、電、氣和暖等費用
，也有不包的，但這些都要寫在租房合
同裡。你拿出合同看看有沒有？”我們
真是有口難辯，也不好意思去找朋友
來對質了，這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
沒處說”。250美元權當交學費吧！
不 知是房東良心使然，還是心裡內疚
，收了水電氣費幾天後，他建議我們把
空余房子租出去，掙點補貼。這確實是
一個好主意！但他有一個要求：房子最
好租給白人或 華人，並講述他以前曾
因出租房子遭到白人鄰居臭雞蛋襲擊
家門的經歷。“這不是種族歧視嗎？這
怎麼行呢？”我不免在心裡嘀咕，自從

1863 年 1 月 1
日林肯總統頒
佈廢除黑人奴
隸制的法令以
後，美國就反對
種族歧視。房東
看出我有點迷
惑不解的樣子，
便波瀾不驚地
告訴我，美國公
開是不承認種
族歧視的，但在
實 際的社會生
活中仍然存在
種族歧視。他說
出租房廣告中
不能有種族歧
視的信息，但是
實際操作中可

以“委婉”處理。我哪裡知道如何才能
“委婉”呢？萬一沒“委 婉”戴了“種族
主義者”的帽子回國，那該怎麼做人啊
？我們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房東不愧
是位行家裡手，當天晚上就在網上發
佈了租房信息，月租金380美 元。

我們很幸運！一位名叫凱瑟琳的
白人老太太第二天就找上門來，說在
我們家附近當保姆，為了工作方便要
租房子。我們心裡猶如一塊石頭落了
地，這既符合房東的要 求，也免除了
我們的憂慮。凱瑟琳說她是短租，按月
交費，月底結清，不必簽訂租房合同。
我就這樣在紐約當上了二房東！在紐
約，像我這樣的二房東不少。

每月收房租的感覺蠻好的，但也
有不方便的地方。我們家房間雖多，但
廚房只有一個，凱瑟琳來了之後，兩家
人燒飯時間就得錯開。一次，我們燒好
了午飯，但凱瑟琳 在房間裡，不知道
我家飯燒好了，也許正在房間裡等著
燒飯呢。如果我們家吃飯了，老人家還
在挨餓，那多不好意思啊！想到這裡，
我就去敲門提醒她可以燒飯了！不喊
她不要緊，這一喊可不得了！她大發雷
霆，好像天塌下來似的，說我們干涉她
的自由生活，說她還能知道自己何時
該燒飯，等等。天地良心，我們本來是
好意，卻換來了這樣的結果，真是哭
笑不得。我們再三解釋此舉是善意的，
是友情提醒，不是想干擾她的生活，但

她還是不依不饒的，直到我們說“Sor-
ry”，才勉強 平息下來。我們夫妻倆都
是學英美語言的，自認為瞭解西方文
化，可是現實還是給我們上了一課。

另外，當初出租房屋沒有簽合同
也留下了隱患。凱瑟琳入住一個多月
以後就說要退房，因為主人家給她提
供了住房。她那個月已住了 24 天，應
該交一個月的房租，但 她堅持按入住
天數來付費。這明顯違背了她原來“按
月交費”的承諾，但是，我們當初沒簽
合同，拿她沒轍啊，只能按天結算。沒
想到，她一周後又回來想繼續租 房。
我們心裡有點不情願，但也還是決定
租給她，因為瞭解美國人的現實生活
也是我們訪學的重要內容。事實上，她
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性格熱情、開朗
，我們之 間曾發生一些齟齬，但溝通
之後，她都會冰釋前嫌，而不是小肚雞
腸。另外，她的金錢觀念強，第二次租
房時只答應付 200 美元房租，比第一
次少了一半，如果我 少收她50美分房
租，她都會表示感謝！

光陰荏苒，我的訪學時間已經過
半，但好多工作沒有完成。由於路途遙
遠，我每次都得趕早去參加博士生的
討論課和學術沙龍，下午 5 點鐘就得
往回趕照看孩子。因 此，我未能充分
利用紐約大學圖書館，也無法參加學
校晚上的學術活動，更看不了TISCH
藝術中心的戲劇表演等相關活動。權
衡利弊之後，我決定重新租房。

曼哈頓地區交通方便，社會安全，
圖書館、音樂廳、藝術中心等資源豐富
，工作之餘可帶全家去飽覽紐約的都
市風光，是理想居住地，但是房價很貴
。紐約大學附近的 兩室一廳月租金4,
000 多美元，一個單間月租金也要 1,
500美元；而哥倫比亞大學以北的哈萊
姆地區，房租相對較低，單間月租金
300-800 美元，但 是那兒社會治安不
太好。

正當我們苦苦找房而不得結果時
，我的合作導師托馬斯班德教授在紐
約大學為我租到了兩室兩衛一廳的房
子，基本上全包，租金1,498美元！全家
真是喜出望外！2007年聖誕前夕，我們
全家搬進了紐約大學華盛頓廣場二村
。雖然二房東生涯結束了，但是我還是
十分高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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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雙重國籍的問題，縱觀全球，世界上目前
有170多個國家明確承認雙重國籍，也有壹些
國家，比如美國，保持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雙重
國籍的態度。多數國家還是采取不接受雙重國
籍的保守態度，中國便是其中之壹。大多數海
外華人在入籍美國後由於財產問題、子女教 育
、不想放棄在中國奮鬥幾十年所獲得的福利等
而不願註銷中國戶口。可是隨著外籍華人的數
量不斷加大，中國政府近來開始采取措施嚴打
雙重國籍。加州陳丹虹律 師就中國不承認雙重
國籍問題作了以下回答：

1. 中國是否從來都不承認雙
重國籍呢？

答：不是。回顧中國歷史，1954年之前，中

國是承認雙重國籍和無國籍的。當時中國和日
本等許多國家都訂了自由來往條約，中日是互
免簽證的，孫中山擔任中華民國總 統時還同時
擁有美國籍。解放初期的壹段時間，出入境也
是寬松的。1953 年以前，上海到香港可以自由
來往。自1954年起，受冷戰的影響，中國為了保
護在 外國的華僑，開始不承認雙重國籍，這樣
可以使當地華人不再因意識形態受到幹擾，在
當時起到了積極作用。

2. 為什麼中國現在不接受雙
重國籍？

答：雖然從海外華人角度看，持有雙重國
籍無論在簽證方面還是享受中國福利方面對
於海外華人都更有利，但是從立法角度看，中
國目前還是采取嚴打雙重國籍，主要因為：

1）國家壹些重要職位，比如人大委員等，如果
都讓外國籍的人員擔任，可能會對國家政治造
成威脅。

2）處於社會安全考慮，對於犯罪分子來說，比
如貪汙腐敗的官員，壹旦持有雙重國籍的話，
很有可能會因為他們的國籍而不能依照中國
法律給予正確制裁，讓犯罪分子鉆兩國法律不
同的空子。因此，中國政府目前不得不采取嚴
打雙重國籍的態度。

3. 在中國不接受雙重國籍的
情況下，為什麼大多數海外華人

仍然支持雙重
國籍呢？

答：大多數居住
在海外的華人還是希
望“移民不移國”，主
要因為：

1）回國需簽證。
壹旦外籍華人有急事
需要馬上回中國，在
沒有保持有效簽證的
情況下，他們在去中
國前必須辦理中國簽
證，但是簽證並非能
夠很快獲得，長期簽
證更不是很容易就可
以獲得的，即使續簽的程序也很繁瑣，因此造
成了諸多不便。

2）國內財產問題。如果外籍華人戶口被

註銷，那麼當事人在中國的財產、股票、以及壹
些公積金、養老金的過戶將會成為很大的問題
，轉接的過程也比較復雜。房產就會更麻煩，稅
率也會有變動。

4. 面對外籍華人出入境中國
的不便，中國如果不接受雙重國
籍的話，是否有采取什麼措施來
解決這些不便？

答：為了給外籍華人提供出入境中國的
便利，中國專門為外籍華人出臺了壹種新的簽
證：Q簽證。Q簽證是從原來的旅遊探親L簽證
裏分離出來的，專為滿足海外華人回 中國探親
的需求而設計的壹種新增簽證類別。根據申請
人入境停留的期限，Q簽證具體分為Q1和Q2
兩個具體類別，Q1是居留簽證，Q2是短期停留
簽證。Q系 列簽證簽發對象主要是已經加入外
國國籍的中國公民的親屬，也發給具有中國永
久居留資格(綠卡)的外國人的親屬。Q簽證的
出臺，給予外籍華人在華居留期最長 可達5年
時間，解決了外籍華人的種種後顧之憂。

5. 公安部近來采取嚴打雙重

國籍的措施是什麼？

答：公安部目前嚴打主要采取的是戶籍舉
報制。中國公安部網站已於2014年7月15日公
布了“公安部和省級公安機關戶口問題(線索)
舉報投訴方式”，接 受公眾舉報、投訴、反映戶
口問題，其中第四條問題是“他人因死亡、入外
籍等原因戶口該註銷未註銷的”，這就是說移
民海外但擁有中國戶籍的人士也在此次被舉
報之列。移民者壹旦被查出，就必須嚴格按規
定註銷國內戶籍。從2013年到2014年6月期間
，中國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共稽查並註銷戶口
106萬個。

在此之前，中國出入境管理部門在
海關已經采取行動，重點稽查外籍華
人的國內戶籍，發現沒有按照規定註
銷戶口的，會禁止其出境，必須返原居
地註銷戶口，方可放行。

6.中國在嚴打雙重國籍
的過程中面臨的挑戰與困
難是什麼？

答：在嚴打雙重國籍的過程中，中
國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有兩個：

首先是公平問題。由於中國國籍管
理與戶籍、社保、稅務、工商、邊境等相
關制度現在並未在立法與實務操作層
面形成無縫對接，而且上述分管機構
相關數據信息 系統也未實現聯網共享

的局面，因此導致壹些當事人故意隱瞞已加入
外籍的事實，仍以中國公民身份享受相關社保
待遇、購房政策，甚至參加訴訟、出入邊境。只
有 被抓到才會被罰，因此，當前還不能做到完
全公平的實施嚴打。

另壹個挑戰是外籍華人的感情問題。外籍
華人壹旦被抓到仍然持有雙重國籍將會強行
將其中國國籍註銷，在感情上，會使外籍華人
有被母國拋棄的感覺，不僅如此，當事人在中
國的社保福利等都無法繼續受到保障，這些都
會使外籍華人在感情上無法接受。

律師解讀：
中國為什麼不接受雙重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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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懑的情緒越高漲，
越是暴露出內心的空虛

常常在生活中听到“自卑”

这个字眼，有很多人被人如此

评价，也有很多人对自己如此

归因。自卑作为一个晕染着些

许怯懦、不安色彩的词语，到

底该怎么去理解它？

从简单意义上来讲，由于

辩证思维发展的相对滞后，或

生理及其他方面存在缺陷，以

及生活经验的不足， 人在遇

到挫折时容易产生自卑感。如

有的人相貌不好、家庭贫寒，

会流露出悲观情绪，总觉得自

己事事不如人，做事畏缩不

前、不敢争取。

畏缩不前、不敢争取

自卑它稀有吗？并不，可

能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

的藏匿着自卑的潜流，只是它

的源头不同，表现各异而已。

有的人非常自信，甚至让

人感觉有些自大，这种盲目的

自大，有时恰是一种自卑的假

象。拒绝失败，将自己树立成

伟岸而不可侵犯的的形象——

我是高尚的，我的信仰如此纯

洁，别人的批评与指责无须在

意，无论是谁都不能动摇我

（成功的、前进的、出人头地

的）目标，我就是最优秀的

（为什么这段话这么让人遐想

呢？好吧，我不是故意的） 。

有的人刚好相反，自卑就

像他们身上的胎记，长在脸

上，印在心里。你似乎能在看

到他的一瞬间，嗅到他身

上所散发出来的“自卑”

气息。我怎么和别人比呢？

我长得不好看，家庭也一

般，工作不必提，就连运

气也不怎么样。还是算了

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她、他）。

卑微

“自卑”无处不在且

成分复杂，卑微、委屈、

无知、傲慢、骄狂的背后，

大多牵连着自卑的心绪，

很多数人都是如此。

从处事方式上来看，

自卑者往往是勤奋的，

为了 能控制局面，也为了

超过他人，获得绝对的优势，

他们不知疲惫，自我鞭策。

也许他们并非对事情本身感

兴趣，让他们兴奋的是努力

的过程，是成功的快感和其

他人的臣服。他们不允许自

己失败，因为那样会掉了皇

冠。其实，他们从未将皇冠

戴在头上。真正的强者明白

自身的优劣，懂得扬长避短

而不是一味追逐。而自卑的

人拼命想要掩盖的那一部

分正是自己最深刻的缺陷，

愈掩饰、愈明显。当某一天，

强势的发动机失灵，挫折来

临，苦心经营的一切都破灭

时，便是他们最深重的灾难。

我是最棒的，怎么可能会这

样？

另一种自卑的人，自尊心

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色。他们可

能并未发现压抑在自己心底若

有若无的情结。他们脆弱而敏

感，当外界给予其一些轻微的

刺激，又恰巧连接到引起自卑

的那部分时，他们所表现出来

的愤怒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歇斯底里，让人无措。故做强

大的表面下，是对不完美自我

的出离愤怒。

自尊心成为了保护色

曾有一个朋友，非常爱和

别人理论。在一堆研究生、博

士生的亲友中，他的本科学历

让他不自觉地战战兢兢，和别

人交流的时候，总是要上升到

理论的高度，辨出个所以然

来。后来发现， 除了疏远和

误解，对自己没有任何帮助。

在接触到一些自我成长的课程

后，他慢慢发现，对于自身的

不接纳和不认可，让他忽视了

自我中更重要的部分。改变之

后的他，比之前柔和了很多，

却也淡然了很多，饭桌上的辩

论者终于成了家人。

当然，大多数人并没有机

会观照自己的内心，往往为了

自我防卫， 免于被别人揭穿

弱点或利益受损，要把自己全

副武装。听到跟自己不一样的

观点，立马要驳斥、反击，却

看不到自身的局限性，自然也

就无法与别人产生共情。愤懑

的情绪越高涨，越是暴露出内

心的空虚。

暴露内心的空虚

荣格曾说：人类需要“对

话”（对话是指与自己的无意

识也就是梦境所反映出的现

象，进行沟通和分析，对话也

可以指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进

行默契交流，能产生新的发现

的辩证法式的沟通） 。人的

内心世界很复杂，而“对话”

的方式能让我们与心灵进行交

流，找出问题的症结或原因，

从而对症下药。另外，人类的

内心总是同时存在两种截然相

反的心情或者趋向性。爱与恨

往往同时存在，正义和邪恶一

线之间，坚强和软弱可以相互

转换，期盼母爱般的感情而又

害怕被这种爱吞噬，于是选择

逃离等等。通过“对话”，我

们能够找出问题所在，进行心

的调整。

就如前面所说，“自卑”

无处不在，它可能是伤害你的

匕首，也可能浇铸成为加冕你

的皇冠。你能否看到它的真面

目，并和它和解，成为自己的

王者？我与你同样期待。

老婆出軌之後，
無法正眼看她怎么辦？

震惊之后是不甘，他不可

能离婚，再找不到比A小姐更

适合做妻子的人选了。又温

柔，又听话，夫妻情趣方面也

放得开。

他没觉得哪里做得不够好，

关心给到位了，家用也给到位

了，怎么A小姐还是出轨了呢？

一想到自己的妻子被别的

男人碰过，他就浑身都不舒服。

心像被人丢到臭水沟里狠

狠践踏过，再捞回来洗干净，

感觉回不去了。

A先生决定原谅A小姐，毕

竟日子还要继续过，总不能活

在仇恨当中。

可是他克制不住不去想那

些事，只要停下来，不由自主

就设想A小姐出轨的细节。

她哪里被人摸过，哪里被人

看过，一想到，简直生不如死。

他无法正眼看A小姐了，A

先生变得易怒，稍有不顺心，

就是一通无名火。

他骂A小姐，骂得很难听，

骂完又后悔，刚想道歉，联想

到A小姐背叛的事，对不起三

个字就又吞回去了。

前些天气温回升，A小姐换

上一件薄衬衣，衣服的材质略

微有些透，A先生瞧见了，就来

了一句：骚给谁看。

A小姐知道这事自己有错在

先，一直忍耐着，日子过得如

履薄冰。

可是这样实在太煎熬了，

她像是个罪人，一心想忏悔，

却怎么做都不对，而他像是个

迫切想审判的法官，却迟迟不

定罪。

A小姐之前自己也想不通为

什么会出轨了。现在觉得老公

这个样子，自己爱上别人也是

情有可原。

A先生看到A小姐就难受，

狠狠心离婚又做不到，只能日

复一日，在纠结中折磨自己，

折磨对方。

两个人都陷入了无比痛苦

的状态，家成了双方都想逃离

的地方。

迟蕊回复：

为什么A先生选择了原谅，

却做不到放下呢？

往往，夫妻离婚，看似直

接原因是一方出轨，实际却是

婚姻伤害得不到修复，出轨的

阴影和痛苦一直萦绕，只想以

离婚求解脱。而这样的离婚，

离开了也不甘心，恨意在，怨

气在。

须知，婚姻遭遇重创，原

谅对方之前，得先原谅自己。

明白出现这样的问题，双方都

有责任，但对方出轨，绝不是

你一个人的错。你要原谅自己

在婚姻中的一些小小失误，爱

发脾气，爱抱怨，太自我，太

轻忽，昨日种种，你要原谅。

幸福是可以重新书写的，先从

自己开始，向好的方向出发，

再去接受回归的爱人。太计较

对方的过去，其实是不原谅曾

经参与那段经历的自己。

愤怒是因为无力改变，何必

执泥于无法改变的过去呢？原谅

昨天的你，迎接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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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送给他浪漫的短信

文字有时在两性关系里能

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试着发

送给他些甜蜜的字句，与他共

享你们之间的浪漫瞬间，传递

给他你的思念。

2。和姐妹淘共度美好时光

当一个男人发现女友在没

有他时也能过得开心，内心深

处小小的妒忌会激发他的想念

之情。不要总和男朋友腻在一

起，在没有得到他允许的情况

下与姐妹淘一起度过一个Girl

‘s Night吧！

3。在他工作时送上花或糖果

当处在一段美妙的爱情关

系中，你要不断提醒对方有他

在的日子是多么甜蜜。你可以

在他正埋头工作时送上代表心

意的小礼物， 一束花或者一盒

糖果，也许你会得到意想不到

的惊喜哦！

4。在他的爱心便当里留个

小纸条

在你为他亲手制作的爱心

便当里，留个写满甜蜜字句的

小纸条儿，告诉对方你是多么

爱他。

5。给他惊喜

选一个平常的日子，为他

准备一次只属于你俩的浪漫约

会，不仅可以显露出你可爱的

一面，也让他知道你是他的完

美女友。

6。让他主动打电话给你

你总是不间断给他打电话

或发短信的那一个？别再这么

做啦，让他主动打给你才是真

本事——因为这恰恰说明他想

念你！

7。发送给他你的可爱照片

可爱并不意味着性感或裸

露！一周发一、两次你日常生

活中的照片，让他在忙碌的时

刻也能感受到你的陪伴。

8。不要迅速回复他短信

你总是急吼吼地第一时间回

复他的短信？这只会给他一种

你什么都不做、只是在等他短

信的错觉。慢下来，有时会比

较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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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中國近代“背黑鍋”冠軍
继曾国藩之后，2009年第20

期《南方人物周刊》刊出《晚清

第一重臣李鸿章》，还原一个真

实的、活生生的“李中堂”，令

人百感交集，有些话不吐不快。

我在乡村破庙里上小学四

年级时，正值“文革”末期，眼

镜片比浆糊瓶底厚的历史老师在

课堂上说，晚清有个大卖国贼李

鸿章，外号叫“李混账”，他签

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

我和小朋友们都恨上了李老汉。

1988年，我在西北大学读历史系，

《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历数李鸿

章的“卖国”史，当时，我很纳

闷，慈禧太后是当家人，同光二

帝是名誉“一把手”，下边还有

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六王爷、七王

爷，李鸿章最多是分管外交外事

外资朝政的“五把手”，如果按

爵位排序，前面还有几尊位高权

重、地位显赫的满蒙亲王郡王，

李鸿章恐怕连“十把手”都排不

上，签不平等条约时的职位相当

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行政

常识告诉我，李鸿章有什么权力

随便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即使真的“卖国”，他也不应该

是丧权辱国“第一责任人”。后

来，读的历史书多了，走进历史

的深处才明白，“弱国无外交”，

愚昧无知，刚愎自用的满蒙亲贵

连“卖国”的差使都办不了，满

朝衮衮诸公，只有李鸿章懂外

交，善斡旋，善于“与列强打痞

子腔”(曾国藩讥讽语)。老资格

重臣刚毅之流只能说大话，办不

了大事，清流领袖翁同龢等辈书

生气太重，不识时务，好人办不

了难事硬事。在积贫积弱的条件

下，熟悉内政外交的李鸿章努力

运用老辣的政治智慧，玩“洋毛

子”于股掌之间，善于少赔款，

多办事，坚持能赔款不割地，能

割半岛，最好不割让海岛的原则，

尽量减少损失。

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

约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受屈

辱，趟混水，涉险滩，挨谩骂，

当替罪羊，并替太后一党背历史

黑锅的烂差使。从能力上看，让

满蒙亲贵卖国都卖不出好价钱，

无德无能无知，只会说正确的废

话，以及百无一用的大话套话假

话，里外不是人的差使都委派李

鸿章出马。因此，在外交领域，

李鸿章为满亲王朝背完了所有外

交黑锅，堪称中国历史上背黑锅

冠军，背黑锅受的委屈比窦娥还

冤！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

袖人物中办实事最多的人，他主

办的洋务中有 500 多个中国第

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

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

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

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

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培

养的高级人才车载斗量。“中国

威胁论”的首唱者是日本人，而

日本人的危机感来自李鸿章后半

生的赫赫政绩。由于皇权专制体

制的“瓶颈效应”，由于洋务事

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国有

制”机制制约，由于权贵资本主

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对民办商业产

权的侵害，由于科学技术和教育

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

为此，李鸿章也饱受诟病。

在军事方面，李鸿章明知

不可为而为，屡战屡败，屡败屡

战，战和交替，自办军工，自筹

经费，自练军队为朝廷作战。但

是，上层支持不够，中层执行不

力，下层软弱涣散，扛洋枪的土

包子士兵射击不瞄准，持大刀长

矛的士兵一看见洋鬼子就跑，军

队毫无战斗力，李鸿章为此落下

指挥不力，“劳师靡饷”的恶名。

曾国藩门生如云，他最欣赏

的弟子仅有两个，一个是准确预

言“大清不出五十年必亡”，明

知不可为则不为，精通帝王学，

潜心治学，乱世坚决不做官的赵

烈文，二是逆流而上，“一心一

意把官做大”(曾国藩语)的李鸿

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

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

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

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

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

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艺”(

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

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

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

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

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

更无法自保。李鸿章进士出身，

饱读诗书，深知圣人教诲，知道

礼义廉耻，身处污泥，不得已而

为之，势利恶名由此而来。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

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呆的时

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谁

被苍蝇袭击的次数就越多。大厦

将倾，独木难支。李鸿章是个实

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他

知道自己做不了圣人，也不想做

圣人。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鸿

章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卖命到

死，他遭遇的麻烦、非议和恶评

最多，毫不奇怪。

李德：
紅都瑞金的“太上皇”

红都瑞金郊区的沙洲坝，

有一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

开阔的稻田中间的典型赣南

客家居房，称之为“独立房

子”，主人就是红都的“太

上皇、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

籍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在

“独立房子”里指挥了长达

近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

剿”，并最终导致了失败。

1932年春，李德以优异

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

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

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来到中

国的李德很快就与共产国际

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取得联

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

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

金的中央苏区都有定期的无

线电联系。李德与尤尔特每

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

和洛甫见一次面交谈一些政

治和军事问题。

1933年初，临时中央准

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洛

甫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

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垒

战的经验，求尤尔特将李德

派往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

这样李德就成为红都的第一

个外宾。再加上又是上级机

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

问，自然受到博古的热情接

待。为迎接李德的到来，博

古早就下令在沙洲坝大兴土

木，在一片开阔平坦的稻田

中间，修建了一栋约l00平方

米客家人称之为“四线三间”

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

共有3间，中间的堂屋用作

会议室，东间是李德的卧室

，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

智涛。这所房子离军委总司

令部约两华里，前门正对着

总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

隔仅二三百米，离中共中央

和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有

田间小路可通，与党政军机

关的联系都方便。由于它孤

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

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

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对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而被称之为“中共中央小伙

子”的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对

红军的正确领导后，自己对

军事指挥又一窍不通，正感

到束手无策，李德这位伏龙

芝军事学院高材生的到来，

对他来说，犹如下了一场及

时雨。李德刚到瑞金的那天

晚上，博古和洛甫就去“独

立房子”与李德秉烛长谈，

粗略地介绍了苏区的一些情

况，尤其是目前严峻的军事

形势，并商定由李德主持军

事工作。李德针对蒋介石采

取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

战略，也提出了“短促突击”

的反“围剿”的“新战术”。

他先后以华夫为笔名在中央

军委创办的《革命与战争》

杂志上，发表了《短促突击

的战术》等8篇文章，系统

地论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理

论。李德在瑞金的红军大

学、“彭杨步兵学校”、

“公略步兵学校”、“特科

学校”等4所军事大学宣传

他的短促突击战术。

李德就在“独立房子”

里，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

导，绕着地图，指挥了这场

规模宏大的反“围剿”战

争，因此又得到一个“图上

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每

当接到前线的电报，不论白

天黑夜，立即送到“独立房

子”，先由参谋在堂屋挂的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查找

电文所指的地点，并根据内

容按比例绘成略图，用红蓝

铅笔标出敌我态势及其行动

方向，附在电文后面，译成

俄文，一起呈送给李德。李

德接过电报后，就围着墙上

的大地图，一边不停地吸

烟，一边苦思冥想，不时地

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

划去。然后，李德口述他的

命令，让伍修权译成中文电

文，转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

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

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洛

甫签署后执行。李德制定的

作战指挥地图，连一个碉堡

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该立

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

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

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

扣地执行。而当时使用的十

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

根本没有实测过，大都是

问测，有的连地名和方向

都不准确。李德又不留任

何余地，不考虑敌情、气候

及自然条件，甚至不给部

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仅

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

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

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

间，加上朝令夕改，来回

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手

忙脚乱，心中无数，贻误

战机。因此，从第五次反

“围剿”一开始，就不断

地打败仗，丧师失地。可李

德却不认为这是他瞎指挥

的结果，反而认为前线指挥

员没有认真执行其短促突

击战术，经常发脾气骂人，

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

于要问斩。李德成了红都

颐指气使的“太上皇”。

範純仁：先做尺子後量人

公元1085年3月，宋神宗驾

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当了皇

帝。许多人都跑来向范纯仁道贺

说：“你的机会来了，司马相公

复出了。”这么说还真不为过，

因为谁都知道，范纯仁与司马光

是朋友，而且关系相当铁。

当初司马光罢官居于洛阳，

家贫无钱又耐不住寂寞，便常邀

同样遭受贬职的范纯仁等几个知

己在一块儿小聚，相约“酒不过

五行，食不过五味”，只吃脱粟

一样饭，喝上几杯薄酒，号称

“率真会”，吟诗作赋，自得其

乐，以致清人赵翼都无比羡慕地

说：“别后定知真率会，也应为

我一停觞。”俩人的关系还不止

于此，范纯仁把女儿嫁给了司马

光的侄儿司马宏，是名副其实的

姻亲。

果然，没过多久，司马光很

快把范纯仁调到京师，当了天章

阁待制兼侍讲，备位经筵。说

白 了，就是给皇帝当老

师。明代大儒程颐曾说：

“天下 之 重 ， 惟 宰 相 与

经筵。”把范纯仁安排在

这么重要的岗位上，足见

司马光对他的重视。

司马光是政治上的保

守派，以坚决反对王安石

变法闻名，现在权力重新

回到他手中，他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尽废新法，简

单地说，就是凡是王安石

所支持的，他就反对；凡

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支持。旗

帜之鲜明，态度之彻底，史称

“元祐更化”。然而就在这个重

大的政治问题上，范纯仁却提出

了不同意见，“王安石制定的法

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

言。新法已推行多年，改掉其

中过分者即可，其中的青苗法、

雇役法等有助于北宋富国强兵，

不宜骤然废除。”他还劝司马光

说：“希望你虚心以接纳各种

不同建议，不必谋自己出；谋自

己出，则谄谀之人得以乘间而

迎合。”

司马光很惊异，问他说：

“你忘记了当年如何被王安石打

击排挤了吗？怎么现在还要为他

说话？”

在当年反对变法的声音中，

范纯仁的调门相当高。他上书给

神宗皇帝，在痛斥新法带给百姓

的痛苦后，明确提出：“应当立

刻召还谏官而罢退王安石，以符

朝廷内外之望。”神宗皇帝因为

他说话太过激烈，特意把他的奏

折都留在宫中，秘而不宣，范纯

仁却来了个明人不做暗事，把自

己提给皇帝的建议全部抄录一

遍，呈报给中书省。王安石读

罢，怒不可遏，要求皇帝加以贬

斥，神宗无奈，只得为他说情：

“他没有什么罪过，暂且给他一

处好地吧。”把他外放为河中府

知府。王安石还不解气，曾派使

者去收集范纯仁的私事和过失，

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最后还是找

了个借口，把他贬为和州知州，

并徙邢州。

现在范纯仁回过头来又为王

安石开脱，司马光自然难以理

解。事后，不少人都劝范纯仁

说：“你被压制多年，好不容易

才重新出头，千万别违拗了司马

相公的美意。”

范纯仁叹息说：“这样的话

就使得人不能说话了。如果为了讨

好司马相公而得到喜欢，哪如在

年轻时迎合王安石以致富贵呢？”

最终，因为不肯苟同司马

光，范纯仁再次受到了当权者的

冷落，他在遭“革新派”迫害之

后，又受到“保守派”的攻击。

公元1089年，他被贬为颍昌府知

府，不过这并不令他感到沮丧，

心态平和地上任去了。

范纯仁做事，总有一些让人

难以理解的地方。他的哥哥病

故，父亲的老朋友富弼对他说，

“你父亲一生节俭，知道你家里

不富裕，我已经写信给洛阳尹，

有事你就去找他，他会帮助你。”

可直到把哥哥安葬了，洛阳尹才

听说了这件事，范纯仁说：“我

们自己家庭的财力足以办此葬礼，

怎能打扰公家才办葬礼呢？”后

来他入朝为官，当时富弼正当宰

相，他不仅不顺势攀附，反而上

书皇帝批评富弼在家养病，不好

好上班，说：“富弼受三朝眷倚，

应当自觉担任天下重任，但他怜

恤自己比怜恤其他事情更加深

切，忧虑自己的病情深过忧虑国

家，为君主效力和为自己安身立

命，二方面都有过错。富弼与我

的父亲范仲淹交谊深厚，如今我

在谏省，不能私下拜谒以致忠

告，愿陛下把此奏章指给他看，

使他自己反省。”

有人说他恩将仇报，是不是

有点儿不知好歹，他回答说：

“我只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哪儿

能顾及私情呢？”

一个人在世上辨别是非，

选择方向，都依据内心里的一

把尺子，得失轻重、利益名分，

就是这把尺子的刻度。不同的

是，有的人常常因为利害关系

而见风使舵，让尺子的刻度随

意伸缩；而有的人则刻板得像

机器，无论祸福，都会坚持一

把尺子量到底。前一种人很多，

生活中随处可见；后一种人很少，

就像范纯仁那样，唯其稀少，才

会让我们当成圣人深深地留在

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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