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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美西、美東、黃石
德州、美国境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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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黃石公園總統巨石7日團$628起
7月加拿大洛基山7日團$728起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太空中心門票$18   

買1送1：日本 韓國 台灣 新馬泰 泰國 港珠澳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遊輪 廉价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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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貿易戰迫使農民離開土地
21名印度學生因“沒考過”
自殺

演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地址: 8520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電話:(346)701-7834 
網址: www.bellairesocialclub.com

每晚7點鐘開始。   耐心， 膽量，於運氣的較量！
俱樂部提供免費美味晚餐
三月之前免收DAILY FEE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租約
最好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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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90514_4分之1版簡

房地產公司Trulia近日公布分析，比較租
房與買房的成本。結果得到以下結論：目前在
美國百大城市，買房比租房便宜37.7%。

買房比租房便宜50%以上的十個城市為
：邁阿密、佛州西棕櫚灘、休斯頓、佛州羅德岱
堡、南卡州查爾斯頓、路易斯安納州巴頓魯治
、路州紐奧良、紐約州雪城、費城、南卡州哥倫
比亞。

分析比較擁房和承租類似房產的成本，
擁房成本包括房貸還款、保養、保險和稅金。

分析也考慮到交割費用、頭款、押金、租
金漲價、租客保險等。分析假設買家會住在所
買的房子至少七年，支付20%頭款，獲得3.7%

的房貸利率。
Trulia的數據分析發現，在全美最大的

100個都會區，買房比租房便宜，但其便宜
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佛羅裏達州的邁阿密
和羅德岱堡，買房比租房便宜50%以上。但
在檀香山和舊金山，這個幅度就縮至不到
20%。買房最有利的地區，通常位于南部。

雖然房價迅速上
升，買房依然優于租房。
但是低房貸利率抵銷房
價上升的負擔，同時租
金也水漲船高，有時步
調快過房價。房貸利率
扣減也有幫助，中上階
層的屋主在這方面受益
最大。

在58個城市中，包
括芝加哥、休斯頓、紐約
長島和納施維爾，房貸
利率要超過10%，租房才

更划算。在包括底特律和達拉斯的28個城市
中，房價需升一倍才使租房更划算。

Trulia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麥 夫 林（Ralph
McLaughlin）指出，買房更划算的情况將持續
。由于擁房可享稅務優惠，租房不會比買房便
宜。
(取材網路)

買比買比租便宜38%
美國百大都會房子美國百大都會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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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繳納房產稅的時間點上，我們總能聽到屋主這樣的抱怨
。華人對于在美國買房的熱情只增不減，但面對高額的房產稅
，不少人還是心存顧慮。美國房產稅怎麼繳納？如何合理利用
美國房產稅免征額，減少房產稅開銷？

分析美國房產稅如何減額，首先要定位房屋性質，自住房
與投資房可以利用的政策大不相同。

自住房屋怎麼減免房產稅？
據統計，美國家庭一年開支中約41%用于住房，這成為了

美國家庭的最大開支項目。除去房屋維修與日常開支等，剩下
絕大部分都來自于住房房產稅。

低估房產價值
因為美國房屋的房產值決定了房產稅的稅基，所以在減免

房產稅中，房屋的估值就起著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們需要瞭解
房產估值的主要影響因素。

房產估值主要考慮兩個部分：一是房屋本身的價值（主要
依據購買時的價值、裝修增加值、市場增值），二是土地的價
值。

預估主要考慮因素：周邊房價、占地面積、房屋面積、房
型、房齡、配套設施等。

從以上主要因素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東西我們是無法改變
的，例如：周邊房價、配套設施等。

但是我們可以從房屋本身價值入手，選擇一套在我們的能
力範圍之內的面積合適的老房子。或許我們在購房時便可以多
多考慮擁有一定房齡的二手房。美國的二手房開發時間長，通
常位于交通便利的地區，所擁有的配套資源不會亞于一些新房
。

地段的差異對于房產的估價也有極大的影響，地段就屬於
土地價值。我們經濟能力有限，對于熱門地段沒有那麼執著的
嚮往，我們或許也可以選擇一些較為冷門的地區，偏遠地區的
土地價值往往會比中心熱門地區相差很多。

不同地區，稅率大不同
房產稅徵收額度不僅和房產的價值有關，與房產稅稅率也

脫不了干係。不同地區，稅率差距也很懸殊。
舉例：美國各州中房產稅稅率最高的新澤西，稅率已達

2.35%，而稅率最低的夏威夷，只有0.27%。同樣一套價值100

萬美金的房產，你在新澤西就需要定期繳納2萬多美金的，而
在夏威夷就只需要繳納兩千多美金。

逃離學區，避開高額稅費
美國的房產稅也被很多人稱為“福利稅”，從字面意思上

理解，我們便可以一二。在美國，房產稅主要用來建設學區，
公共設施建設等。例如：支付學生餐費、校車費、教師工資，
更換教學設施等。所以，一般房產稅最高的地方，也是學區最
好的地方。

針對無子女教育問題，並且不著重考慮房屋後續投資回報
的家庭。不妨考慮在購房時避開那些熱門學區，少讓自己花些
無用的冤枉錢。

房產稅繳納到一定值，獲得補償
這是美國地方政府針對自住房屋制定的減免政策，當需繳

納的房產稅超過某一數值時，納稅人可從州政府得到相應的州
個人所得稅抵免或現金補償。

舉例：在加州，納稅人的主要自住房屋，就可以免除
7000美元的房產稅。

社會特殊群體，減免稅費
美國的房產稅也不是鐵血法案，對于社會特殊人群，政府

也提供相應的福利。
美國的退伍軍人有一定的免稅額。美國目前有30個州，

政府在對退伍軍人自住住宅財產進行估值時提供一定金額的免
稅額。不僅如此，若屋主屬於65歲及以上老年人，殘障人士
，致殘的犯罪受害者，致殘的見義勇為者，神職人員中的一類
，都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減免稅福利。

舉例：在佛羅倫薩洲，若屬於只擁有一套自住住宅，且年
收入在5.2萬美元以下的年滿65歲以上的老人或殘障人士，則
可以享受房產稅全免的福利；若收入在5.2萬美元到6.2萬美元
之間的年

滿65歲以上的老人或殘障人士，則可享受減免50%的房
產稅。

如果有即將年滿65周歲的朋友想去美國養老的，也可以
儘早規劃，利用這一政策節稅。

自住兩年，增值減免
美國稅法規定，屋主在購房的五年內，自住超過兩年，賣

房後，房屋的升值部分稅費減免（夫妻可以減免50萬美金
，個人可以減免25萬美金）。當然，將美國房產作為一種
投資的朋友，更要擦亮眼睛，若是五年內，房屋沒有升值，
這個方法就無法奏效了！

房屋雜費，可來抵稅
自住房屋在居住過程中一定會產生各類雜費，瞭解這一

項，能為你節省不少開支。
問：那有哪些費用可以用于抵稅呢？
答：房產稅，貸款的利息；房子的折舊費，裝修費，裝

修折舊費；房子的維修費；房地產公司的管理費；房地產經
紀的中介費；房產的廣告費；自己未成年孩子的撫養費......

對高收入者來說，省下的稅可以高達聯邦40%和加州

13.3%，相當于政府幫你給了一半的開支。
提醒：抵稅時需要提供相關證明，維修、裝修等儘量避

免現金交易。

美國投資房的房產稅如何減免？
更換美國房產，考慮“1031”延稅

“1031”交換是指根據美國聯邦政府稅法規定第1031條款
購買房地產，來實現延遲繳納增值稅的目的。

由于“1031”，若投資人把舊房賣掉，用舊房升值所賺的
錢，重新在美購房。則所賺的錢可以暫時不交美國房產稅 。
當然“1031”延稅方法所要滿足的要求遠遠不止這些，並且
“1031”的操作要求的專業性也很高。

提示：“1031”是緩稅，不是免稅，假如想利用“1031”
延稅政策，那麼美國房產投資者必須提早準備，並在專人指導
下嚴格按照要求進行交換，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投資出租房，折舊問題慎重考慮
不少朋友在出租房屋報稅的時候，都會面臨一個要不要計

提房屋折舊費用的問題。這一問題比較複雜，要因人而異。
舉例：
房屋購置成本：80萬美金。
租金收入：2,000美金/每月，那麼整年的租金收入：24,

000美金。
其他費用：假設地稅是$4,000一年，然後管理費、水電費

等，按照5,000美金/一年計算。
租房利潤：15,000美金（24000-4000-5000）一年。
不計提折舊納稅額度：假設按15%的稅率，就意味著要交

$2,250的稅。而且很多房東還有自身工作收入，這樣稅率可能
突破15%，這樣要交的稅就更多了。

計提折舊後納稅額度：房屋按照標準27.5年期計提折舊，
折舊費用為$29,090（$800,000/27.5）。那麼租金利潤就會虧損
14,090 美金（$24,000-$4,000-$5,000-$29,090）。意味著，租
房的租金部分不用交稅。而且還可以用這筆虧損抵減你當年的
其他收入，降低家庭的稅負。

但是，計提折舊只是把這部分折舊延遲到賣房時再來交稅
，假設如果十年後：

賣房價格：95萬美金。
房屋成本：51萬美金（$800,000-$800,000/27.5*10）。
賣房利潤：44萬美金（$950,000-$510,000）。
計提折舊後的納稅額：如果是$44萬的賣房利得，稅率可

以高達15%（長期資本投資利得最高是20%），那就是要交
66,000美金的稅。

不計提折舊納稅額：房子的成本還是80萬美金，那賣房
的利潤就是$150,000，繳納稅金為22,500美金。

賣房時，計提過折舊的房屋比沒有折舊的房屋多交了43,
500美金的稅。但十年來，房主通過折舊為自己省下來的稅也
是$40,000，但是不折舊房屋十年來交的稅是$45,000（$2,250*
10+$22,500），這樣看來房屋折舊更省錢。

不過，以上只是提供了一個計算方式，不同家庭情況不同
。折舊房屋在賣房時，計提的折舊會按照家庭當年收入的稅率
來交稅，所以一般賣房之前要仔細考慮清楚，對賣房當年的收
入提前做一個規劃。

投資房產用于出租，貸款利息可抵免
美國國稅局對于身在海外，但仍積極參與房屋管理的屋主

有很多的減免房產稅和優惠的政策，即應稅收入＝租金收入-
費用（貸款利息，房產稅，維修費，折舊費等等）。因此，由
于貸款利息較低，出租類住宅的屋主考慮貸款購房，並保留好
出租過程中的各類費用證明，用來抵免房產稅。（文章來源：
美房吧）

美國投資房美國投資房、、自住房如何自住房如何
享受房產稅減免優惠享受房產稅減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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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抵押貸款利息？
在美國，可抵扣抵押貸款利息是指你用于購買、建造

或大幅改善主房屋或第二套住房，而需要為所擔保的貸款
支付的利息。規則是：在2018年之前，符合扣除條件的最
高債務金額為100萬美元，2017年後最高債務額限制在75
萬美元，截至2017年12月14日之前存在的抵押貸款將繼續
享受與舊規則相同的稅收待遇。

此外，對于2018年之前的納稅年度，高達100萬美元
的房屋淨值債務的利息也可以扣除。這些能被扣除利息的
貸款包括：

抵押貸款買房
抵押貸款買房是指抵押貸款來購買房產時，你能享受

抵押貸款利息的減免。抵押貸款買房是指借款方提供一定
的抵押品作為貸款的擔保以保證貸款的到期償還，貸款人
向借款方提供資金購買房屋。

第二抵押貸款
第二抵押貸款又叫做二次抵押貸款，是指將已做抵押

的抵押物再次抵押，從特定放款人處獲得貸款。第二抵押
貸款落後于第一抵押貸款，這意味著第二抵押貸款對貸款
人來說風險將會更大，因此一般來說第二貸款的利率會比
第一貸款更高，因此第二貸款能夠享受政府提供的利率優
惠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當貸款違約時，第一抵押貸款將
在第二抵押貸款之前得到償還。

申請第二抵押貸款時，你不需要還錢以前的貸款，你
可以直接再次抵押再次獲得貸款，這樣減少的中間環節可
以節省不少的時間和金錢成本。

信用額度貸款
信用額度貸款是指金融機構與客戶可以借入的最大貸

款額的客戶之間的安排。借款人可以隨時從信用額度中獲
取資金，只要不超過協議中規定的最高金額即信用額度並
且及時按條款支付還款與利息。大多數的信用額度貸款是
無抵押的貸款，借款人不需要向貸款人承諾任何抵押物的
抵押。

值得注意的是房屋淨值信貸額度，這是最常見的安全
信用額度貸款類型。房屋淨值信貸額度由房屋的市場價值
減去所欠的金額擔保，這成為確定信貸額度的基礎。通常
，信貸限額等于房屋市場價值的75%或80%減去抵押貸款
所欠的金額。房屋淨值信貸額度通常會有一個抽獎期，為
期十年，在此期間借款人可以獲得可用資金，償還並再次
借款。在提取期結束後，餘額到期，或延長貸款以支付餘
額。房屋淨值信貸額度通常具有期末成本，支付的利息在
滿足條件的情況下能夠扣除。

房屋淨值貸款
房屋淨值貸款是指借款人以自己的家作為抵押來獲取

資金的方式。貸款的金額由財產的價值決定，財產的價值
將由貸款機構的估價師來確定。房屋淨值貸款通常用于支

付房屋維修，醫療費用或者大學教育等等的主要費用。
注意，如果貸款不是你家的擔保債務，則被視為個人

貸款，你支付的利息通常不可扣除。
▲你的住房抵押貸款必須由你的主要住宅或第二套房

屋抵押。你不能扣除第三個房屋、第四個房屋等的抵押貸
款利息。

房屋抵押貸款利息扣除的對象有哪些？
能得到貸款利息扣除的對象

1. 在美國，如果你是主要的借款人你將有法律義務支
付債務，但當你支付款項後你將獲得房屋抵押貸款利息的
扣除。

2. 如果你已婚，並且你和你的配偶都簽了貸款合同，
那麼你們兩個都是主要的借款人，當你們償還款項後就可
以得到房屋抵押貸款利息的扣除。

不能得到貸款利息扣除的對象
如果你進行抵押貸款是為了幫助你的孩子來支付資金

，那麼只有當你和孩子共同簽署貸款合同時，你才能獲得
房屋抵押貸款的利息的扣除。

我可以扣除的金額是否有限制？
答案當然是有限制的。如果所有抵押貸款是在2018年

之前的稅收年度用于購買、建造或改善你的第一套住房
（以及第二套住房，如果適用）的且總額超過100萬美元
（如果你使用已婚申請單獨身份，則為50萬美元），則你
的扣除通常是有限的。2017年之後，此限額已經降至75萬
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7年12月14日前存在的抵押
貸款將繼續享受與舊規則相同的稅收待遇。

對于2018年之前的納稅年度的抵押貸款，無論你如
何使用貸款收益，你通常還可以扣除最高100萬美元的房
屋淨值債務利息（如果你已婚並單獨提交，則為50萬美
元）。

什麼樣的抵押貸款可以得到扣除？
在美國，如果你的所有抵押貸款符合以下一個或多個

類別，你通常可以獲得你在該年度支付的所有利息的扣除
的待遇。

你在1987年10月13日當天或之前在你的主要住宅或第
二套房屋中取得的抵押貸款（一般我們會稱之為“已抵押
”債務，因為這些是在抵押貸款利息現行稅收規則生效之
前就存在的抵押貸款），這樣的貸款是能夠獲得利息扣除
的。

你在1987年10月13日之後購買、建造或改善你的主要
住宅或第二套住房（稱為購置債務）的抵押貸款，在2018
年之前的納稅年度總計為100萬美元或以下（已婚且雙方
共同簽訂的情況下，若單身則為50萬）或2017年後的納稅
年度不超過75萬美元的情況，將獲得利息扣除。並且，截
至2017年12月14日前的抵押貸款將繼續享受與舊規則相同
的稅收待遇。

你只要滿足在1987年10月13日之後在你的主要住宅或
第二套住房中取得的房屋淨值債務，且在2018年之前的納
稅年度全年總計100萬美元或更少（如果你已結婚並單獨
提交，則為50萬美元），那麼這類房屋淨值債務的利息無
論你如何使用貸款，包括支付大學學費，信用卡債務或其
他個人用途，債務通常都可以扣除。從2018年開始，房屋
淨值債務的利息不再可扣除，除非是用于購買、建造或大
幅改善你的房屋。

如果抵押貸款不符合這些標準，你的利息扣除可能會
受到限制。

如果我的情況特別怎麼辦？
在美國，以下是你可能遇到的一些特殊情況。
如果你在美國有第二個房屋，你想在一年中的部分時

間將它出租，那麼你必須使用它超過14天或超過你以公平
市場價格出租的天數的10％（以較大的天數為准），這樣
你的房子才能被視為納稅的第二套房子。如果你使用出租
的房子的時間少于所需的天數，你的房屋將被視為出租房
產，而非第二個房屋，因此將不能享受相應的政策。

如果每個房屋都符合上述資格，你可以在每個納稅年
度將不同的房屋視為你的第二個房屋進行貸款利息扣除的
申請。

如果你在購買房屋之前住在房子裏，那麼你在這段
時間內支付的任何款項都被視為租金。你不能將這些付
款扣除為利息，即使結算文件將其標記為利息也是不被
允許的。

如果你擁有出租房產並借其購買房屋，則該房產不符
合抵押貸款利息，因為貸款不是由房屋本身擔保的。該貸
款支付的利息也不能作為租賃費用扣除，因為這些資金不
被用于出租房產。利息費用實際上被視為個人利益了，那
將不可扣除。

如果你使用住房抵押貸款的收益購買或“攜帶”產生
免稅收入（市政債券）的證券，或購買單一保費（一次性
）人壽保險或年金合約，你不能扣除抵押貸款利息。
（“隨身攜帶”一詞是指你借了資金以大幅取代用于購買
免稅投資或保險的其他資金。）

我需要記錄哪些事項？
在美國，會有可能需要接受美國國稅局的調查，你需

要記錄你所支付利息的有關事項。這些包括：
表格1098的副本，就是抵押貸款利息報表。表格1098

是你的貸款人發送給你的聲明，通知你在這一年中支付了
多少抵押貸款利息，如果你在當年購買了房屋，則會寫明
你支付的任何免賠額。

如果你有進行再融資，那麼會受到你的再融資結束聲
明，內容包括你支付的積分，以便為你的財產再融資。

你購買房屋的人的姓名、社會保險號碼和地址，如果
你向該人支付抵押貸款利息，還將包括你支付的年度利息
金額（包括任何積分）。

你去年的聯邦納稅申報表，如果你在去年或更早的時
候為你的抵押貸款再融資，並且如果你在抵押貸款期限內
扣除了你的符合條件的利息部分。（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屋抵押貸款利息美國房屋抵押貸款利息
扣除常見問題的解答扣除常見問題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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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4.5浴，6156尺 高級大洋房。 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899,000.
2.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5房3.5浴，三車庫，私人泳池。僅售 $469,000. 
3. 糖城, Clements High 學區，4房2.5浴，二車庫，2,812 sqft。近購物中心。僅售 $398,000.
4. 西南區, 平房, 4房2浴，1車庫，2,812 sqft。僅售$165,000. 可立即入住.
5. 近Galleria, 3房二浴, 2車庫, 花崗石臺面, 不銹鋼廚具, 瓷磚地板。僅售 $380,000.  
6. 近Westheimer and Hilcroft, 3房3.5浴, 二車庫, 三層樓洋房。僅售 $325,000.  可立即入住.
7. 西北區, 4房3浴，2車庫， 三年新屋頂，2017 冷氣。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173,500.   
8. 西北區,兩層樓高級洋房，4房2.5浴，二車庫，新內外油漆及新外墻，浴室重新裝修；2018洗碗
機，2017 熱水爐。洗衣/烘幹機/冰箱並售。僅售 $203,000
9. 商業: 近醫學中心, 新裝診所出租,距醫學中心10分鐘,5435平方尺,$1.8/平方尺/月,(NNN), 13個獨立
診室,2個公共區域.現有新診椅等設備可議出租或出售.聯系:832-768-7068; 或832-860-5898.
10. 土地：Rosharon， 近288公路，社區住宅土地，2 Acres,僅售$63,000.
11. Boon & Bissonnet 之間，辦公室/倉庫出租，1250平方尺，每尺月租$0.60， 可立即搬入。
12. 大休士頓地區，多種房型出租屋，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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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收取點數
美國聯邦政府鼓勵你通過扣除抵押貸款利息來購房

，在美貸款購房的時候貸款銀行通常會收取一定的費用
，叫“點數” (points)。每一個點數相當于貸款金額的1%
。點數可作用于貸方賺取利益，借款人獲得更低利息與
稅費抵免。

扣除條件：
只有你在本年度實際支付利息才有資格獲得扣除下一

個納稅年度中的利息。如果你在下一個納稅年度中拖欠了
抵押貸款，那麼你必須等到再後一年才能申請扣除。

你的抵押貸款人可能對你的房屋擁有擔保權益，作為
償還貸款的抵押品。這種擔保利益一般允許銀行繼續保持
對你家的所有權。只要你簽署的抵押文件包括這種類型的
擔保權益，那麼你可能有資格扣除您的利息支付。

因為信用卡公司沒有任何擔保權益。如果你使用信用
卡補貼你的房屋購買金額，則這些利息不可扣除。

扣除限制：
1. 國稅局限制獲得扣除資格的住房數量。一般為你

的主要住房加上你的另一套住房。稅法對于主要住宅也有
限制，不能隨意的選擇一套房產為你的主要住房。這一定
是你一年中通常居住的地方。但是，你可以選擇另一套住
房的扣除資格。

2. 為了防止納稅人扣除豪華住房貸款利息，法律將
扣除的款項限制為最高100萬美元的抵押貸款額。這100萬
美元的限額適用于兩套房產抵押貸款的總額。

3. 例如，如果你欠你的主住房60萬美元，度假住房
欠80萬美元，在一共的140萬美元中，你可以免除其中100
萬美元的貸款利息，但是超出的40萬美元的利息將不能得
到扣除。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涉及房屋淨值貸款，超額利
息可能有資格獲得扣除。

4. 全額抵稅只限于借款人為了貸款購買或建造主要
住宅，且點數的費用只可在支付的當年全額抵稅。而在其
它情況下，點數的費用會在貸款期間內攤銷抵稅。

房屋貸款利息
美國有兩種減稅額：標準扣除額(Standard Deduc-

tions)與分類扣稅額(Itemized Deductions)。房貸與利息就
可以作為分項扣除額抵稅。

什麼是分項扣除額？
分項扣除額是納稅人可以申領聯邦所得稅納稅申報表

並減少其應納稅所得額的合法費用。納稅人一般會經過仔
細計算，在標準扣除和分項扣除裏做出權衡。

分項扣除限制
如果納稅人的總收入高于一個適用金額（applicable

amount）那麼在總的分項扣除額中減少超出適用金額的
3%或有80％的細項扣除額。

舉例：如果一個人作為“戶主”提交的調整後的總收
入是50萬美元，其中一個有2萬美元的分項扣除額，那麼
首先計算超出“適用金額”的3％：0.3*(500,000-275,000)=
$6,750；然後計算出總扣減額的80％，0.8*20,00=$16,000最
後再減去上述金額中較小的一項，剩下的變為實際分項扣
稅額。在這種情況下，較低的是6,750美元。因此，納稅人
的2萬美金額度中應減少6,750美元，僅剩分項扣除額13,
250美元。

關于“適用金額”的規定：
在2013年，稅法第68（b）條下的“適用金額”如

下：
已婚夫婦共同申報或未亡配偶者（未亡配偶指夫妻中

一方死亡而另方仍存活的那位）為30萬美金；
已婚夫婦分別為15萬美金；
戶主為275 000美金；
不屬於戶主和未亡配偶的未婚人士，則為25萬美金。
首套住宅房貸款利息減免
美國政府對于人們的首套住房十分寬容，可以在收入

中免除貸款利息，並且首套住房提供的利率很低。
首套住宅房的定義：
首套住宅房叫做Principal Residence或Primary Resi-

dence，它屬於人們的基本住宅，需要區別與其他住宅，
如度假住宅、出租房屋等。

限制：
美國首套住宅房在住滿兩年後出售，可免除資本增值

稅。個人免除25萬美元，夫妻免除50萬美元。但僅有首套
住房可以享受這一個福利。

國家稅務局對于首套住宅房的檢查很嚴格，會定期檢
查房屋的居住情況，因此很難摻假。

（文章來源：美房吧）

怎樣節省美國住房貸款利息稅怎樣節省美國住房貸款利息稅？？

房源信息共享系統(MLS)是20世紀30年代誕生于美
國的一種房地產營銷方式，廣泛使用于房地產開發銷售
中。在美國房地產市場，MLS發展尤為成熟，不僅僅是
一種營銷模式，更是被行業廣泛接受的嚴謹而先進的行
業準則和經營管理模式。MLS以會員聯盟的形式，將不

同房地產公司納入體系當中，體系內的房源信息
集合在一個共享數據庫中，是美國目前房地產市
場最權威的房源信息數據庫。

1: 什麼是美國MLS房源信息系統
MLS英文全稱為Multiple Listing Service。房

源由眾多個經紀人和經紀公司提供的，在同一個
平臺發布。任何在MLS注冊的經紀人都可以查閱
到相關房源信息。

2: 為什麼要使用MLS房源系統？
MLS的模式是Business toBusiness的商業推廣

方式，因此房地產經紀人不是直接把自己擁有的
房源推薦給買房者，而是發布到MLS系統上，這
種方式能夠在短時間內最大化的把該房源曝光和
宣傳。全美的房產經紀人都可以看到該房源，推
薦給相關感興趣的買家。

3: MLS 還兼備了其他的什麼功能
MLS在提供房源的同時還提供了更多的參考數據，

從賣主定價，買主給價，稅收估價，貸款估價，房屋保
險估價，房子的銷售記錄，等等都是以這個數據庫作為
參考。（文章來源：美房吧）

美國房產入門知識美國房產入門知識：：
房源信息共享系統房源信息共享系統(MLS)(M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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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就不能安居樂業？為啥《老友記》裏
的“紐漂”租個房就能10年不搬家，一樣開心
快樂安穩？最新一期《經濟觀察報》就介紹了
美國住房租賃市場的情况。

看過美劇《老友記》的觀眾們一定會記得
主角們乾淨整潔又寬敞舒適的公寓，作為“紐
漂”，他們在大都市幾乎租了10年的房子沒有
搬家。

這在現實生活中有可能嗎？答案是肯定
的。

作為世界上最成熟的房屋租賃市場之一
，美國租賃底層法律較為完善，完善的REITs
和對租賃行業的稅收優惠政策，直接激勵了
市場主體參與房屋租賃，增加供給；而在次貸
危機以後，房屋買賣市場的低迷，千禧一代
（Millennials，指1984-2000出生的人群）生活
觀念的改變以及移民的不斷增加，也大大刺
激了租賃住房的需求。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
公布的2017年第一季度數據，目前美國房屋
自 有 率 維 持 在 63.6% 的 較 低 水 平，從

2004-2005 年 的 歷 史
最高點68%一路下跌，
根據哈佛大學住房研
究中心數據，美國國內
承租住戶戶數從2004
年的不足3400萬戶一
路快速上升為2015年
的超出 4200 萬戶，租
賃需求超過30%以上。

1. 制度基礎
華東師範大學工

商管理系副教授、上海
易居研究院房產流通所所長崔裴介紹到，美
國的房屋租賃市場不僅規模大且市場主體有
相當大比例的機構出租方，規模化和專業化
特徵明顯，發展較其他地區成熟。

美國住房租賃市場緣何有如此良好發展
？崔裴認為，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房地產投資信托）的建立，從根本上為
住房租賃市場培育了大量專業化程度較高的
機構主體。

美國REITs持有的物業類型廣泛，諸如公
寓、酒店、商場、辦公樓、醫院和倉庫等在內的
房地產資產都可以成為REITs的資產包。其收
益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資本增值收益，二是
租金收益，美國法律規定REITs 90%的稅後利
潤強制分配給持有人。

鏈家研究院院長楊現領向經濟觀察報介
紹到，得益于高投資收益率，美國的REITs規
模得以快速擴張，促進了機構從事租賃業務
的積極性。

除了建設REITs作為金融手段，美國還運
用稅收手段支持租賃
住房經營者。例如，將
租賃住房投資經營的
正常成本(裝修改造費
用、折舊費、維修費等)
納入經營者收入稅基
扣減項目，大大降低了
租賃機構的運營成本。

此外，政府通過提
供優惠措施，激勵地產
商為低收入群體提供
租賃住宅。崔裴舉例稱
，紐 約 曼 哈 頓 島 的
Stuyvesant Town項目
2015 年從第二任業主
鐵獅門公司轉手至黑

石。在這項交易中，紐約市政府與買方黑石公
司達成協議，保留該樓盤中11200套廉租房，
其中的5000套在未來二十年仍作為廉租房，
享受“規定租金”（control rent），幫助政府覆
蓋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作為交換，黑石
公司和另一投資方收到了包括20年期房地
美（Freddie Mac）貸款，土地發展權優惠等各
類不同形式的政府補貼。

2. 有保障的租住體驗
美國公寓企業近20年的發展中，機構運

營方逐步提供了多樣化的服務，比起個人房
東，租客有更加良好的租住體驗和服務體驗；
同時，完善的底層法律也充分保障了租戶權
益。

在美國密蘇裏大學就讀研究生的杭舟畢
業之後留在了華盛頓工作，相中當地一家名
為Camden Roosevelt的品牌公寓。他介紹稱
，自己租住的公寓地段較好，大樓本身提供管
理，安全便利。同時公寓中提供健身房、工作
室和會客間，社區也會定時舉辦活動，此類公
寓的租金會比同地段個人房東手中租來的房
源貴幾百美金。

在紐約租住了一年機構運營的公寓的苗
瑞也有類似體驗，大樓的管理和服務良好，在
即將結束租住的一個月前，大樓管理員會發
送專門郵件給予優惠，邀請其續約。

規模化的運營商往往意味更專業的服務
。根據上海易居研究院《美國租賃市場調查》，
以美國最大的公寓租賃投資經營企業EQR
（Euity Resident）為例，除各種便利設施外租
客還可享受特色服務，例如EQR與汽車租賃
公司合作，住戶租車能夠享受相應的折扣；租
戶租期超過一定年限，並在租房期購買指定
開發商的房子，就可以獲得最高20%的租金
返還用于購房，EQR損失的部分租金則可從
開發商處獲得補償。

楊現領介紹到，美國租賃底層法律較為
完善，在租約關係、租約管理、租金管制、承租
人權益給予明確的規定：美國法律規定業
主沒有權利單方面解除合約，且必須滿足
租戶合理的續約要求；部分城市的租金上
浮依照當地的CPI作為參照標準制定，並
向弱勢人群傾斜；在權責劃分上，以保護
承租人的權益為核心，例如美國要求出租
人對房屋安全及公共區域檢查承擔責任，
必須保證用于出租的房屋不存在瑕疵，業
主不可向承租人轉嫁維修義務等。

崔裴還認為，在租賃市場發達的德國

、美國等國家，租賃市場和買賣市場緊密關聯
，形成了“租買選擇機制”，租賃市場反映的租
戶對住房的需求十分有效，買賣價格受租金
制約，對房地產市場是一個較有效的約束。

3. 多元化租客趨勢
根據哈佛大學住房研究中心（JohnCen-

ter for Housing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
ty）提供的數據，與中國相似，美國租賃住宅
的供應集中于大都市地區,包括中心城市
(Central City)和郊區(Suburb)。楊現領也提到，
美國核心都市的租賃人口占比、租賃集中度
遠高于中國的一線城市。以北京為例，租賃人
口占比約30%，而美國紐約、洛杉磯、波士頓、
舊金山、芝加哥等核心都市租賃人口占比均
高于60%，全美租賃人口占比約35%。

與固有印象形成區別的是，美國租客群
體中年輕人的比例並非最高；至2015年，40
歲以上承租戶占承租戶總戶數超過50%，50
歲以上承租戶占承租戶總戶數超過30%。單
身承租戶一直是承租戶中總量及占比最大的
群體。受過高等教育的承租戶持續增長占5
成以上。

崔裴認為，美國民眾對租房的需求成因
較多元和複雜。

一方面，2008年美國房地產泡沫之後，民
眾認識到租賃作為消費行為較買房這一投資
行為風險低。

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家庭趨小型化，單身
和單親家庭比例增加，人口老齡化，使得民眾
對住房的需求不斷改變；對老年人來說，現有
房屋未必能夠滿足需求，而租賃合適住房比
擁有房子更加便捷及省心。

哈佛大學住房研究中心2015發布的《美
國租賃市場報告》也顯示，隨著千禧一代就業
、結婚和生子年齡的推遲，首次置業的年齡也
在不斷推遲，租房更能滿足他們在城市間流
動性的需要。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作者：陳蓉 姚瑾玲

美國租賃市場做對了什麽美國租賃市場做對了什麽？？
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核心都市六成人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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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上)
【來源:網路】

如果你剛剛畢業正在找工作，或
者還在思考想從事怎樣的工作，不用
著急！為了讓即將邁入職場的你能瞭
解哪裡才有好的職位，Wallet Hub 分
析了美國勞動局，牛津大學，求職網站
Indeed.com以及Salary.com的數據，找
到了最好以及最壞的Entry-level工作
。

為了進行此項排名，Wallet Hub分
析了 109 個 Entry-level 的職業來評估
它們的升職機會，增長潛力以及職業
危害。分析方面包括：起薪，失業率，至
2014就業增長率，薪資增長潛力，人工
智能替代率等。每一個分析方面都會
進行0-100評分，100為最高評級，0為
最低。Wallet Hub 隨後對評分進行了
加權平均，得出了最後排名。以下為總
評分最高的16項工作。
16. Industri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2,812
升職潛力排名：5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7
職業危害排名：38
15.Aerospac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8,613
升職潛力排名：2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3
職業危害排名：38
14. Certified nursing assistant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25,392
升職潛力排名：5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5
職業危害排名：24
13. Chemical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70,586
升職潛力排名：1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8
職業危害排名：38
12.Electronic engine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67,524
升職潛力排名：39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
22
職業危害排名：36
11.Web designer
年 收 入 中 位 數（entry
level）：$53,849
升職潛力排名：1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0
職業危害排名：13
10. Architec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7,540
升職潛力排名：1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6

職業危害排名：57
9.Training specialist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49,011
升職潛力排名：42
立刻就業可能
性排名：2
職業危害排名：
80

8.Software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924
升職潛力排名：26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4

職業危害排名：79
(未完)

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0506A 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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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afety technician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39,990
升職潛力排名：38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6
職業危害排名：61
6.Electrical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5,976
升職潛力排名：2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4
職業危害排名：36
5.Environmental，health and safety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
數 （entry
level）： $54,
841
升職潛力排名：43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0
職業危害排名：38
4.Web-applications develop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6,299
升職潛力排名：2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20

職業危害排名：18
3.Safety representative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57,067
升職潛力排名：67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1
職業危害排名：56
2.Systems 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6,935
升職潛力排名：60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3
職業危害排名：38
1.Engineer
年收入中位數（entry level）：$63,262
升職潛力排名：25
立刻就業可能性排名：5
職業危害排名：38

16個最佳的Entry-level工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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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房地產專日/雜版/創業工作/190506B 簡

一份就業分析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在57，
000美元以上的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
能。專家表示，如果對 SQL、Python 和 java script
等這些電腦語言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求職者，將
難以引起雇主的興趣。

CNN新聞網報導，你若從未聽過SQL、Py-

thon和 java script等電腦程式語言，現在的雇主
很可能看不上你。

就業市場分析公司Burning Glass和甲骨文
學院的最新報告顯示，約半數年薪57，000美元
以上的高薪工作需具有電腦編程知識或技能。
該報告是針對2600萬個招聘廣告所做的分析。

甲骨文學院愛莉森？米
勒表示，這反映即使非高科
技工作也需要編程能力。她
說：「電腦操作已成為每個
行業的工具。」目前包括分
析資料的商界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
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一些
編程知識。

收入前 25%的個人被
定義為高收入族群。目前這
個群體的最低收入為 57，
000 美元。根據就業市場分
析公司 Burning Glass 及甲
骨文公司旗下慈善機構「甲
骨文學院」（Oracle Academy
）分析了2，600萬個招聘廣
告顯示，約半數薪資在 57，
000元以上的工作要求有基
本的編程能力。

非高科技工作也需某
種編碼能力

甲骨文學院米勒（Ali-
son Derbenwick Miller）表
示，這一數字反映了即使非
高科技工作也需要某種的
編程能力。她說：「分析運算
已經成為每一個行業的工

具。」這意味著，各行業的員工都需要 編程知識。
的確，目前包括分析資料的商務人士、設計師、
創建網站的營銷人士及做研究的科學家都需要
一些編程知識。

非科技領域的雇主及員工也這麼認為。草
地維護公司 LawnStarter 分析師傑克連恩表示：

「具編程知識已經成為求職者不可
少的技能」，因為這些技能可以幫
助員工理解任務，並更有效地與其
它部門合作。

科普蘭在就讀倫斯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時，主修電腦科學專業，但
後來從事行銷工作。她說：「雖然我是從電腦編
程轉進市場行銷，但有編碼的背景對我幫助很
多。首先，當我在進行創建網站的計劃時，我能
夠很容易地與編程人員溝通。最終，這使得我的
項目能夠更快更準確的完成。」

金屬回收公司 ElectroMetals 的行銷人員
Alex Barshai表示，他的公司不需要求職者具備
優秀的編程技巧，但那些擁有編程能力的員工
明顯有比較強的分析能力，因為在學習編程的
過程中，培養了分析能力。

小企業貸款公司LiftForward的首席科技長
Mike Grassotti 表示，編程能力受歡迎的另一個
原因是能協助員工「將瑣碎的任務自動化」和
「讓這些員工能找出其他人認為不可能的解決
方案。」

不需上大學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碼
當然，仍然有許多的高薪工作不需要編程

能力。例如：工程承包商平均薪水65，239美元，
很多石油鑽井平臺工作人員年薪可達100，000
美元。這些工 作都不需要編程能力。此外，在未
來幾年內，對於專業編程人員的需求將下降，因
為企業將這些工作外包給海外的編程人員，他
們的薪水一般較低。

雖然如此，美國勞工依舊需要有編程技能
或知識，而且對擁有這種能力的員工的需求也
將持續增加。編程培訓公司Coding Dojo執行長
Richard Wang 表示，幾乎在未來的每一項工作
都需要編程的一些知識。「在數字經濟時代，知
道如何編程是能出人頭地的必備的技能，我相
信編程最終會成為雇主要求的 必備技能。」

對於那些沒有編程技能的人而言，不需要
上大學攻讀電腦專業也能學會編程，甚至有免
費學習的機會。根據網絡雜誌Wired評比，Co-
deAcademy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案之一，此外還有
Girl Develop It及Udacity等免費方案。

美半數高薪工作要懂程式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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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諮詢師（Counseling)
常見工作崗位：成癮輔導員，辦公室經理，社會工作者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32,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0,900
9. 醫學超聲診斷（Diagnostic Medical Sonography)
常見工作崗位：超聲技師，超聲心動圖，血管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1％
平均起始工資：$57,7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0,800
8. 兒童早期教育和小學教育（Early-childhood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小學，
中學教師，幼兒教師
（不包括特殊教育），幼
兒園教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
有意義的概率：81％
平 均 起 始 工 資：$32,
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
$42,300
7. 口腔保健師（Dental
Hygiene)
常 見 工 作
崗位：牙醫
，牙科辦公

室人員，口腔保健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2％
平均起始工資：$65,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2,800
6. 護理（Nursing)
常見工作崗位：護士，急診室的醫護人員，手術室護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83％
平均起始工資：$5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73,600
5. 呼吸護理師（Respiratory Care)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服務主管，已註冊的

多導睡眠技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4,
000
4. 臨床實驗室科學（Clini-
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
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
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47,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0,
100
3. 社區健康教育(Com-
munity Health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病人健康
教育，健康協調員，非營利
性的程序協調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
義的概率：84％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500
2. 牧養事工（Pastoral Ministry）
常見工作崗位：牧師，副牧師，主任牧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1％
平均起始工資：$34,5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9,600
1. 醫療化驗科學（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常見工作崗位：化驗師，臨床實驗室科學家，實驗室主管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97％
平均起始工資：$46,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1,500

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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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成為“你最滿意的
職業”20個大學專業 (上)

【來源:網路】
對於一些人而言，最好的工作是

使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工作，因此選擇
合適的大學專業顯得尤為重要。
PayScale 最近從認為自己工作有意義
的工作者的數據中篩選出本年度的大
學生薪水報告。

來自PayScale首席數據分析師Gi-
na Bremer 說：“大多數的本科畢業生
告訴PayScale，他們的工作使得這個世

界變得更美好。這些人大多數從事健
康或相關專業。”但要找到一份這樣有
意義又高薪的工作並不容易，結合興
趣所在，看看有意義的工作又高薪不
錯的專業有哪些呢？
20. 兒 童 早 期 教 育（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常見工作崗位：托兒所老師，學前老師
（不包含特殊教育），小學老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0,3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38,000
19. 健康管理（Health Administration)
常見工作崗位：行政助理，診所負責人
，辦事處經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7％
平均起始工資：$34,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56,100
18. 服務工作（Human Services)
常見工作崗位：醫療案例經理，社會工
作者，行政助理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8％
平均起始工資：$34,1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3,
400
17.健康（Health)
常見工作崗位：註冊護士
，行政助理，辦公室主任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8％
平均起始工資：$38,2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7,
400
16. 安 全 管 理（Safety
Management)
常見工作崗位：安全管理
，環境健康與安全經理，
安全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52,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80,
800
15. 採 礦 工 程（Mining
Engineering)
常見工作崗位：採礦工程
，礦山工程，土木工程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
意義的概率：79％
平均起始工資：$71,500
職 業 生 涯 平 均 薪 酬：
$109,000
14. 影像學技術（Radio-
logic Technology)
常見工作崗位：放射技師
，磁共振成像技術專家，
計算機斷層掃描技術專

家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79％
平均起始工資：$46,6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3,800
13. 呼吸治療師（Respiratory Therapy)
常見工作崗位：呼吸治療師，呼吸治療
經理，呼吸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46,4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62,300
12. 治療性娛樂（Therapeutic Recre-
ation）
(圖片來源：網絡）

常見工作崗位：康樂治療師，活動總監
，治療，娛樂總監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3,8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000
11. 運動訓練師（Athletic Training)
常見工作崗位：體能訓練師，物理治療
助理，助理訓練師
受調查人中認為工作有意義的概率：
80％
平均起始工資：$35,900
職業生涯平均薪酬：$48,300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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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高铁站点优势凸显

不断延展的高铁网络将座座城市连接在一起，
缩短了彼此的时空距离，“同城效应”凸显，其给
国内旅游业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早已引起业界重视。

“一列列高铁在穿行中将区域的旅游圈连在了一
起。”携程联合创始人梁建章表示，在旅游升级的
时代，高铁的区位优势将更为明显。旅游业界对高
铁游的前景十分看好，数据显示，长期来看，高铁
旅游将占国内旅游的1/5，带动1万亿-2万亿元规
模的旅游经济。

2018年9月，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今年2
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外发
布，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产业合作部分，《纲
要》指出要丰富粤港澳旅游精品路线，开发高铁

“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
旅游目的地。目前，高铁游和港珠澳大桥游已经成
为最受欢迎的赴港旅游方式，粤港澳形成“一小时
旅游圈”。

京津冀旅游圈、长三角旅游圈、珠三角旅游
圈、粤桂黔湘旅游圈、川陕旅游圈……这些区域

旅游圈与高铁网络高度吻合，高铁线路沿线城市
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经常性的一日游、周末
游成为可能。江苏淮安游客杨婷平均每个月都会
乘高铁出游一次，“高铁京沪线上的城市我基本都
已去过。”早晨从淮安自驾车到徐州，吃完早餐，
坐高铁抵达山东枣庄，在台儿庄古城游览一天，
傍晚即可返回。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出省旅
游耗时耗力，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往返途中。杨婷
介绍，今年年底，自己的家乡也将开通抵达北京的
高铁，“在家吃早饭，中午就能吃上北京烤鸭。”

高铁网络的发达，使旅游从过去的“慢旅快
游”变成“快旅慢游”，人们的周末出行可以从周
边游、省内游，延伸到更远的目的地。

为二三线城市“圈粉”

“五一”前夕，1000余名旅客乘坐D7667次高
铁旅游列车，从沈阳站出发，1个半小时后抵达丹
东站，换乘大巴车前往鸭绿江风景区和河口风景区
游览。游览虎山长城、桃园景区、上河口国门等丹
东风景名胜；看鸭绿江观景台、中朝边境19号界
碑、中朝友谊桥、鸭绿江断桥等中朝边境地标性建

筑，一天之内便可看尽中朝边境的美丽景色。目
前，辽宁境内的高铁覆盖了13个地级以上城市和
地区，对辽宁各地旅游的协同发展大有裨益。

旅游圈的形成使得区域内的旅游资源得以有机
串联，旅游发展“先进”地区带动“后进”地区，
促进区域内“温冷点”地区和景点的发展，从而缓
解旅游发展地区不平衡现象。

途牛旅游网此前发布的 《铁路旅游消费报
告》显示，愈加完善的铁路服务系统和更加频繁
的城际铁路联通，加速了城市经济圈的形成，带
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全国铁路运
行图多次调整以后，铁路旅游圈逐渐向二三线城
市蔓延，未来铁路旅游必将带动这些城市的经济
发展。

展现多彩中国

高铁对于沿线地区旅游业发展有着切实的拉动
作用。2018年底，杭州至黄山的高铁开通运营。黄
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黄山
接待进山游客人次同比增长6.34%。黄山旅游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德辉表示，杭黄高铁直通长

三角地区，与合福高铁在黄山市形成十字形高铁网
络，将大大拓展黄山旅游客源市场。此外，黄杭高
铁的开通还将为黄山拓展入境旅游、加快旅游国际
化提供新机遇。

“搭上”高铁列车，已经成为许多地区旅游经济
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黄山这样的老牌旅游目的地如
此，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更加盼望“趁东风”。

对于入境旅游而言，高铁同样发挥着重要作
用。2017年，携程发布的一份“一带一路”与入境
游发展相关报告显示，超过50%的外国游客在入境
后会选择乘坐火车出行，而在这一群体中，又有超
过九成选择高铁或动车。携程相关专家指出，快捷
的速度和舒适的体验是高铁吸引外国游客的两大主
要因素。此外，密集的高铁网络能够把入境旅客送
往更多的目的地，让入境旅客更全面地欣赏和体验
城际间的不同景致，更深入地感受当地生活，体验
多彩中国。

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地理风貌独
特，是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的主要旅游目的地。
宝兰高铁开通后，从中、东部地区入境的外国游
客前往西部的耗时大大缩短，带动了当地的入境
游发展。

日前，中国铁路推出以北京为圆心的官方高铁旅游地图，该地图以北

京为圆心，高铁车程涵盖1小时到5小时，在这个半径内共包含了37座城

市、66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其中，鞍山成为环北京4小时高铁旅游地图

范围内的重点城市，千山景区成为环北京4小时高铁旅游地图推荐景区。

如今，通过交通网络的连接，像这样的旅游圈越来越多。刚刚过去的

“五一”小长假，“高铁N小时旅游圈”的概念着实火了一把，也勾画出了

小长假里人们的“旅游地图”。因高铁运行线路而串联在一起的旅游圈，正

在改变中国游客的出行方式、旅游休闲理念，并重塑中国旅游市场格局。

选择选择““高铁高铁++旅游旅游””出行的游客参观鸭绿江断桥出行的游客参观鸭绿江断桥。。 来源来源：：辽沈晚报辽沈晚报

明月星空、夜幕灯光……夜景散发着不同于
白天的韵味。白天不懂夜的黑。夜景给人以沉
静、神秘、妩媚、绚烂等丰富多彩的感受。灯光
秀、夜游船、逛夜市、进书店、看演出……有越
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夜间休闲，享受比白天更迷人
的风景。

炫目的夜景观光游

在“五一”假期，武汉的长江汉江两岸被华
彩绚丽的灯光秀点亮，25 公里长的两江沿线楼
宇、桥梁和游船一起入镜，变身巨幅电子画卷。
长江灯光秀吸引了众多游客，成为武汉旅游的热
门。

夜晚灯光秀在北京世园会也展示着它的炫
美。当夜幕来临，园内一处“山海画卷”徐徐展
开，夜色与灯光融为一体，这就是“奇幻光影森
林”。当游客进入其中，如同走进《山海经》，会
收到来自植物用流光发来的问候，还有机会与

“山海巨兽”亲密接触。
灯光秀因其时尚动感的光影、梦幻绚丽的效

果、欢快跳跃的节奏，成为夜间观光游的重要内
容。香港维多利亚海湾、杭州钱江新城、上海外
滩、青岛五四广场等地的灯光秀都已成为当地夜
游的必选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
成员赵一静认为：灯光秀在与城市文化、空间、
建筑、景观的结合以及色彩关系上需更加“深耕

细作”。未来灯光秀不仅仅停留在观赏层面，在交
互层面应有大的突破。

有江河湖泊的城市，因水变得充满灵性。乘坐
游船观赏夜景是何等惬意的事。游船视野开阔，可
观山水风光和城市风貌的全景；游船行进缓慢，又可
凭栏吹风细细品味一景一貌。游船上可设有娱乐、
餐饮、购物等休闲内容，成为综合型的夜游产品。携
程旅游网的统计显示：在众多夜游项目中，广州珠江
夜游、上海黄浦江游览、重庆两江夜游、杭州的西湖
夜泛、夜游三亚湾等夜间游船产品人气颇高。

惬意的夜市街区游

无论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白天的行程往往
密集紧凑，而夜晚时间相对宽松，人们更容易进
入休闲的体验状态，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

美食美景，这大概是每位游客的心愿。每个地方
都有不同的夜景，夜景和白天的景象不同。白天
以游览为主，形式较为单一，夜游则涵盖晚餐、
夜宵、酒吧、演出、购物等多元化的休闲体验。

放慢脚步，逛一逛当地特色的夜市街区是夜间
旅游最常见的内容。和家人朋友寻找一下当地特
色美食、选一件心仪的小礼物、坐在街头泡杯茶聊
聊天……街区夜游以体验目的地的生活方式为主，
例如北京的簋街、上海的南京路、成都的宽窄巷子、
西安的回民街、杭州的河坊街、长沙的坡子街、开封
的鼓楼夜市、敦煌的沙洲夜市等，都已成为游客必
到之地。

景域文旅产业研究院院长林章林向记者介绍
说：“夜游产品能够让游客在目的地享受当地乐
趣，能够让旅游目的地形象更加丰富，夜游市场呈
现出多元化、颜值高、受众广、消费旺等特点。”
水乡古镇类景区一直受到游客的青睐，但是过夜游
客较少。苏州黎里古镇丰富夜间娱乐生活，打造时
尚休闲餐饮街区，拉动月光经济。湖州南浔古镇引
入夜间酒吧、夜间咖啡厅、夜间音乐会等业态，打
造水游夜南浔。有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更多的游客
选择住在古镇深度体验。

充实的文化体验游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调查数据显示，文
化体验活动成夜间旅游热度风向标之一。在多元

化的夜游需求中，当地生活和文化体验成为重要
组成部分，游客对夜间文化节事活动、文化场所
参观的选择高于美食、购物等。

赵一静说：“夜游中的文化场所受到青睐的原
因，除了游客对当地文化的求知需求外，文化、
艺术、科技的融合，赋予了夜间文化场所全新的
内涵，为游客和本地居民打造了多维度场景化新
环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到酒店办理入住后，还有一个小时苏州诚品
书店才关门，于是我立刻赶过去。我特别喜欢在
深夜去寻觅书店、剧场这样的文化场所。我认为
生活的输出与灵魂的独处是成正比的。读书时，
人徜徉在智慧之中，心旷神怡；看剧时，仿佛在
寻宝的过程中，一旦有所收获，愉悦的心情无与
伦比。”喜爱夜游的旅游达人刘星告诉记者。

北京媒体人王洋也是夜间文化游的爱好者，她
说：“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都有白天和夜晚
两张面孔。我们在白天游览景点，而晚上更能凸现
一座城市的调性。我们通过打卡一个夜市、一个咖
啡馆、一个小酒吧、一个书店……去品味出当地人
的生活情调，读懂最接地气的市井文化。融入当地
人的夜生活足以让我感到兴奋和满足。”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博物馆、图
书馆、书店等文化场所可以延长开放时间到晚
上。苏州的评弹表演、北京的老舍茶馆、上海的
彩虹合唱团、东北二人转等本地人喜爱的文化活
动，都可以为游客所共享。

白天赏风景 晚上品生活

夜 间 休 闲 喜 留 人
本报记者 赵 珊

市民和游客夜晚在合肥 24小时书店里看书。
王从启摄 （人民图片）

“五一”期间，扬州京杭之心上演“璀璨运河”灯光秀。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高铁高铁带热旅游圈带热旅游圈
本报记者 尹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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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深/圖文】由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
李蔚華和《美南日報》社長朱勤勤舉辦的“母親節慶
祝會” 於2019年5月10日中午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會議大廳隆重舉行，來自大休斯頓地區不同民族、不
同文化的百名母親們出席了這次慶祝活動。

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董事
長、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在母親節慶祝會上
向各位偉大的母親們致辭。他說：“母親節，一個神
聖偉大的日子，對於天下千千萬萬的母親，都是一個
特別的日子。自從我們落地的那一瞬間，您們成了母
親，從此擔起了母親所有的責任，付出母親所有的心
血。您們給了我們生命，而我們則成了您們永遠的牽
掛孩子們。您們成了我們不可缺少的大樹、一座港灣
，靠在您們背上有幸福感，倚在您們身上有溫暖感，
躲在您們懷裡最安全。” “母親節也是感恩的日子
，也許天底下所有的子女都報答不了母親們無私的愛
，母親曾給予我們生命，給了我們整個世界……，也
許我們欠母親的太多太多，也許今生也無法還清，但
我會給您們溫暖，讓您們感到欣慰。祝各位母親們母
親節快樂!”

李蔚華主席隨後提到國際貿易中心作為大休斯頓
地區唯一華人獨立創辦的跨國界、跨種族、跨文化、
跨地域的非營利文化貿易組織，成立伊始，即得到休
斯頓市政府及美中社會各界名流人士等的大力支持，
很多政要名流更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終身顧問。國際
貿易中心支持贊助本地多達8000多個中小企業運作
，提供經濟服務，促進經濟發展。國際貿易中心的另
一個重要宗旨即是社區服務，僅國際貿易中心就有6
個商會組織，除了希望能帶動商業交流外，也涉及到
產品的開發和推進小型企業進出口業務，過去十幾年

為國際貿易中心會員提供經濟、政治、法律、會計，
文化、教育、醫療、旅遊等各個方面的幫助。

李蔚華先生和朱勤勤女士向母親們贈送了美南新
聞集團成立40週年的絲巾、母親節禮物和象徵愛的
玫瑰。

史丹福市市議員候選人譚秋晴女士向各位母親致
辭並呼籲華人參政議政，積極投票，維護華人的權益
。

台灣駐休斯頓辦事處教育組週組長向母親致辭。
美南國際電視藝術團為母親們獻上豐富多彩的文

藝節目。
文藝節目由孫聞、Sky Dong主持。著名的京劇

表演藝術家和女高音歌唱家樊豫珍老師因感冒發燒不
能參加演出，特地送來《春天的芭蕾》和《粉墨春秋
》演唱視頻。

變臉魔術師陳連紅表演川劇《變臉》和情景魔術
。
前重慶歌舞團著名獨唱女歌星沈珺琳演唱了《陽光路
上》 和《歡天喜地》。

北美詩歌協會翟玉熙會長朗誦了由石青松創作的
詩歌《昨晚又夢見媽媽》並向母親們贈送5月11日下
午在美南新聞對面藝術中心舉辦的“北美詩歌朗誦音
樂會” 的門票。

具有西洋風情演唱風格的天籟之聲歌手張馨一演
唱了《慈祥的母親》和《感恩》。

東方明珠時裝模特隊表演了時裝秀。
最後，擁有金嗓子之稱的女高音歌手劉春池演唱

了《馬依拉變奏曲》 和《我愛你中國》將母親節慶
祝會畫上圓滿句號。

““神聖的日子神聖的日子，，感恩的日子感恩的日子””
李蔚華董事長祝天下母親們母親節快樂李蔚華董事長祝天下母親們母親節快樂



AA1212休城社區

休城社區

星期一 2019年5月13日 Monday, May 13, 2019

【作者作者：：Nancy Bo】承蒙Rice大學亞洲文
化研究中心中國文學教授錢南秀博士垂愛邀請，我於
4月18號下午在Rice人文系會議室，有幸參加了一場
內容豐富的文化盛宴。此次會議有5位中美著名的人
文學教授到場為大家傳道授業，他們分別是（按照出
場講課順序）：Rice大學錢南秀教授、北京大學夏曉
虹教授、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Rice大學Anne Chao
教授、楊聯芬教授（實在抱歉沒有聽清大學的名字）
。他們都是中國人文學研究領域的翹楚，講課風格和
內容也是各具特色，信息量巨大。而且，教授們講課
中英文混合，有的偶爾摻雜著日語單詞，令在場聽課
的學生和嘉賓應接不暇，精神高度集中。我看得出來
，大家都在拼命消化吸收，都非常珍惜這短短2個半
小時的學習時光。
轉眼已經過去了一周時間，為什麼我遲遲沒有動筆寫
下這篇文章呢？原因有2個。

其一，信息量太大了，有些內容我感覺上網搜索
或者看近代歷史書也可以找到答案，所以需要花時間
精簡出一些重要內容和大家分享，沒有必要把教授們
的講課內容都瑣碎記錄。 （我倒是想記也不行啊，因
為時間關係老師們都講的飛快，PPT一晃而過…我藏
在括號裡偷偷提個建議，以後這種講座不要在有限的
時間里安排那麼多老師在一起講，讓學生們有些目不暇接，彷彿旋
轉壽司，剛看到聞到還來不及夾起放到嘴裡細品，就轉走了。旋轉
壽司還可以再轉回來，而老師們什麼時候會再回來呢？）

其二，陳平原教授的一番開場白也讓我感覺要謹慎對待這篇文
章。陳教授說今年的5.4不同以往，今年是5.4運動第100週年紀念
。這一天，中國要在天安門廣場組織一次大型的全國形式的紀念活
動。所以，陳教授幽默的說“我們北大在3月就把5.4給紀念掉了，
一周以前，又在哈佛紀念了一次，今天，在Rice再紀念一次。”我
們聽了都會心的笑了，要把最好的紀念留給國家。於是，我便也讓
家鄉的父老鄉親們去幫我打聽一下，現在國內是什麼情況，這文章
還能不能寫了呢，咱可不能隨便和祖國母親搶風頭啊。終於等到了
鄉親們的答复，說我真是美國的土包子，家鄉這下半年的幾件大事
都在網上掛著呢，街道大爺大媽們都能倒背如流，你有啥可擔心的
，記得回家隨身帶好證件就OK了。所以，我吃下定心丸，麻利兒的
趁著記憶還沒褪去，趕緊寫下來這次紀念5.4講座的精要，趁著5.4
之前趕緊發出來，也學著北大教授們免去了蹭國家熱點的嫌疑。
（鄉親們給我傳過來的大事紀要見文章最後附錄圖片，想回家趕哪
個集哪個場的朋友們可以提前訂票了。）

首先是錢南秀教授代替無法到場的Richard Smith教授演示講解
PPT，題目是《五四運動的歷史研究和跨國視角》。錢教授先簡要
介紹了什麼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
以學生為主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起因主要是在“巴黎和會”
（Treaty of Versailles）上北洋政府軟弱無能聽任戰敗國德國把山東
主權轉讓給日本，引起國人不滿，導致了這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示
威遊行、請願、罷工的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愛國運動。我覺得Smith
教授講演稿的重點是他對中國1860-1894年“自強運動”和日本
1868-1912“明治維新”時期的對比。雖然那時中國政府以曾國藩
、李鴻章和左宗棠為首的洋務派積極推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建造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希望藉鑑西方國家的一些方法發展本國工
業，但是和當時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國相比，還是落後了至少20年
，甚至更長。日本在1870年就在人權、教育、憲法、工業、商業等
各方面向西方學習靠攏，經濟飛速發展，這同時也助長了日本挑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野心。
楊聯芬教授也在講演中為大家介紹了19世紀日本的女性激進與

自由主義思潮。其中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廚川白村的《近代の戀愛觀
》；本間久雄的《婦女問題十講》；與謝野晶子的《貞操論》等。
大家有時間可以自行搜索了解一下，這些著作和主張都是提倡男女
平等、個體獨立、婦女解放等西方新文化思想，這些著作和思想也
對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夏曉虹教授正好接著錢教
授的話題，上台為大家著重介紹了清末三位旅日知識女性的女學思
想。第一位就是大家熟悉的革命烈士秋瑾。秋瑾是一位堅定的革命
者，同時也是一位女權運動家。她熱衷於女子教育，認為女子要和
男子絕對平等，要掌握女權和主權，振興女界才能讓中國走向強盛
。第二位叫燕斌。燕斌的思想更接近溫和改良派，她既提倡要學習
日本女性物質方面的賢良恭順，也要學習西方精神世界的獨立自主
。第三位叫何震。何震思想最為奇特，她一方面追求男女絕對平等
，一方面又倡導無政府主義。何震認為教育女子愛國是為了讓女人
成為國家的奴隸；讓女子受教育去工作獨立，是為了讓女子成為男
人更高級的奴隸。 （聽到這裡我不禁想“您這位女思想家到底想幹
嘛？！不愛國，不學習，不工作，這就平等解放啦？！”）。後來
何震的先生劉師培去世，她就精神失常，然後出家了。 （果然，何
女士再也不用為學習、工作和愛國煩惱了。）

陳平原教授與夏教授相呼應，提了三位男性作為新文化運動的
代表：林紓、劉師培、張竟生。由於時間關係，陳教授只為大家重
點介紹了一下張競生的情況。張竟生做了那個時代最驚世駭俗的一
件事，那就是徵集並出版了《性史》一書。張先生的出發點本來是
美好的，希望關注婦女問題向西方學習普及性知識教育。但是由於
他沒有做好充分的學術準備，科學性不夠，還以徵集小說的形式向
大學生們徵求有聲有色、詳細具體的性經驗描述，最後，直接導致
了新文化工作演變成淫穢書刊的發行和搶購風潮。張竟生也同時遭
到了無論守舊派還是衛道士甚至新文化派的批評和指責。陳平原教
授為張竟生的新文化運動總結描述的尤其生動形象：“真正給與張
竟生致命打擊的不是'傳統的保守勢力'，而是同樣關注婦女問題及性
道德的新文化人。因他們特別擔心，這位完全不顧中國國情的張竟
生，將這個好題目給徹底糟蹋了。這就好像一頭莽撞的大象，出於

好奇，闖進了瓷器店，悠然轉身離去時，留下了無法收拾的一地碎
片。”

Anne Chao教授的講演最為新穎獨特。她英文流利且語速極快
，上來就展示了幾張線性分佈圖、數據表格對照和模塊示意圖的
PPT，仔細一看數據對應的人物，原來都是5.4運動時期的幾位著名
代表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做娛樂大數據的我一下子
就意識到Chao教授在用大數據分組歸類的方式，為大家演示用大數
據研究歷史人文的新方法呢。不由自己心裡暗笑，我們公司不火都
不行呀。本來今天就是老老實實來聽課學習近代史的，結果都能和
Rice研究大數據的教授碰面取經，這不是天意嗎？得意歸得意，我
更加認真傾聽學習Chao教授的演示。目前大數據領域非常廣泛，文
、教、衛、生、政、工、商、貿等都離不開大數據的參與管理，卻
也基本各司其職。畢竟對海量數據的抓取、篩選，以及文字識別精
準度、消岐和歸檔都是很大的技術挑戰。所以，當Anne教授講演完
畢在自由提問時，我第一個就向Anne教授請教她的這個人文大數據
算法和實際歷史人物的政治思想、革命活動相配率有多高？比如，
在她的研究中陳獨秀的特色語言群組就著重於“國民黨”、“農民
”、“鬥爭”這些詞彙。而李大釗的特色語言群組分別是“生產力
”、“知識”、“社會文明”。那麼這個關鍵詞抓取提煉結果，能
否就可以表明兩者的主要思想傾向呢？ Anne教授解釋說目前這還
是個研究方向，數據抓取的pool主要來自於相關的人物文章和著作
。而實際情況是，有的人也許只有一部著作，有的人則是多部著作
，基數不一樣，所以也就不能說這個最後結果是人物的真實屬性，
但是可以作為歷史人物研究參考。果然，年輕人更喜歡學習與時俱
進的知識，在我的帶動下，又有好幾位同學向Anne教授詢問有關大
數據演算抓取的問題。

講座結束，此行不虛。在講座中教授們還討論了5.4運動的歸屬
問題。哪個黨派更有責任去紀念？哪所學校更有資格去代表？哪個
群體更適合參與？要我說，5.4運動誰也不屬於，它屬於歷史。它像
一座歷史的豐碑樹立在那裡，誰都可以走近它向它致敬，但卻不能
據為己有。當年的熱血青年如今早已作古，而今的中國青少年，又
有多少人會在這一天去衷心緬懷呢？少年強則國強，如何讓5.4的精
神與活力世代流傳下去，才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吧。

《Rice大學亞洲文化研究中心紀念“5.4運動”講座摘要》

RiceRice大學校園大學校園左起左起：：Anne ChaoAnne Chao，，錢南秀錢南秀，，陳平原陳平原，，夏曉虹夏曉虹，，楊聯芬楊聯芬

【本報訊/ 鄧潤京】5月10，在
母親節的前夕，由美南新聞集團董事
長李蔚華先生和夫人朱勤勤女士舉辦
並要請的近百位當地社區名人，在國
際貿易中心（ITC）二樓大廳，隆重
舉行《母親節慶祝會》。
當天的天氣欠佳，預報說近一個星期
休斯敦地區將受到暴風雨的襲擊。當
天也有個別地區出現淹水現象。儘管
如此，暴風雨並沒有澆滅人們對慶祝
母親節的熱情。

今年恰逢《美南新聞》報社成立
40週年。李蔚華董事長回顧40年來
的歷程，恰逢母親節的到來，有感而
發。

李蔚華董事長的中文演講全文如
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我跟我太太，我們非常榮幸

地邀及這麼多的好朋友。在這麼大的
暴風雨天氣之下，仍然到這裡來參加
“母親節”的慶祝活動。
過去40年，《美南新聞》跟你們一
起走過了很多風風雨雨的日子。我想

，是由於各位的支持，使我們一直堅
持在媒體的道路上。過去的40年來
，我們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事情，
我們想要給各位報告。但是，在母親
節這個重要的日子，對我們來說這是
個特別、特別重要的日子，我相信對
在座的每一個人的生命中，母親都是
最重要的。因此，藉此機會，談談母
親。

我自己的母親和我的岳母，她們
先後在兩年前過世了。在她們的年代
裡，經過了若干的戰亂。後來，能夠
到美國來安度晚年。我覺得，我們一
定要感謝這個偉大的國家，給我們了
這些機會。不管你來自哪裡，在美國
這個地方能夠創業，能夠找到人生的
另外一條道路，我們應該心存感恩。

今天的母親節，讓我們特別有感
受。我想在每一個人的心目中，母親
在他的人生中佔有重要的位置。至少
我母親和我岳母，兩位老人家，在我
們人生最重要的奮鬥階段，給予我們
十分大的力量。如果不是她們的支持
和早年的一些決定，我們是來不了美

國的。我們現在想一想，在這個大的
環境裡面，不管社會怎樣變化，我們
在座有這麼多成功的企業家，這麼多
社會賢達，我們一定要利用母親節這
個時候，大家仔細思考。如果我們能
孝順父母，這是我們最基本的做人原
則。

今天，謝謝你們各位的到來。我
想，40年是對我們來說是一條非常
漫長的路子。我和我夫人在這裡向各
位深深鞠躬。感謝各位。

講演結束後，文娛表演開始。
首先登場的是，沈珺琳演唱的

《陽光路上》和《歡天喜地》。
張馨一演唱的《慈祥的母親》和

《感恩》。
陳連紅的川劇《變臉》。前一秒

鐘是小白下巴的臉。準備揮水袖。水
袖揮過去了，臉也變成了一張藍色的
笑臉。

東方明珠時裝模特隊的表演。
慶祝會在劉春池的《瑪依拉變奏

曲》和《我愛你中國》歌聲中結束。

願天下的母親願天下的母親，，節日快樂節日快樂

朱勤勤朱勤勤（（左左））和李蔚華董事長祝大家母親節快樂和李蔚華董事長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主持人孫聞主持人孫聞（（左左））和和Sky DongleSky Dongle。。

沈珺琳演唱的沈珺琳演唱的《《陽光路上陽光路上》。》。

東方明珠時裝模特隊的表演東方明珠時裝模特隊的表演。。

張馨一演唱的張馨一演唱的《《慈祥的母親慈祥的母親》》

劉春池的劉春池的《《我愛你中國我愛你中國》。》。

陳連紅的川劇陳連紅的川劇《《變臉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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