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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雲 女士  
完整修車廠老闆、總經理。



2019 年 5 月 31 日    美南周刊

2019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五

討價還價
吳玲瑤

      不知是不是因為不景氣的關係，怎麼現在在美國買
東西越來越多地方可以討價還價，那天逛一家精品店，
我對著一只皮夾多注視了兩眼，店員馬上過來說：「喜
歡嗎？我可以給你打一個折扣！」
       老實說我不喜歡這樣，不是我不喜歡買便宜的東
西，而是每次到需要討價還價的地方，我永遠是輸
家，某樣昨天標價三百九十八元的東西，今天我能夠
用二百二十元買下是件很開心的事，但明天又改價成
一百一十五元，心中該是怎樣的感受；我總不知道該在
甚麼時候出甚麼價錢才算不吃虧。對於會講價的人，我
心中充滿了敬佩，他們懂得心理學、市場學、銷售策略，
能在適當時機提出適當價格，為自己取得最大利益，而
我獨缺這種才能，就是說不出「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這句話！也希望是不能講價但公平的。
     有人真是喜歡殺價，而且從中得到不少樂趣，甚至
說如果不能講價的地方就不買，而每買到一樣便宜東
西，就能高興上大半月，再對朋友敘述這種英雄事蹟
三十次，討價還價是他生活中最大的樂趣，連到超級市
場買菜也想殺價。

      以前只有某些特定地區是可以講價的，像早期的中
華商場，還有每次去墨西哥邊境城，導遊總是事先提醒
我們和「阿米哥」（西班牙語「朋友」的意思）買賣，
可以大展自己的殺價才能，而如今許多地方都感染上這
種風氣，買一樣東西要花雙倍的時間，又冒著風險不一
定真的便宜到，有道是：「有錯買，沒有錯賣。」商人
們算得精，一般人是否能夠比他們更精明是另一個問
題。常常是買時很高興，以為撿到了便宜，過後才發現
老闆還是比我們更精的人，如果能夠買到你去退東西，
而老闆真正非常高興，那大概真的是便宜到了！
       我常常在討價還價中敗陣下來，衣櫃內有許多衣服
甚少穿或者根本從未穿過，都是舌戰贏下了售貨員的狀
況下買下來的。好像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你一旦出了
個價，對方如果願意配合就不能再後悔，這種鬥智遊戲
相當累人。據內行人說，不但要裝著沒那麼想要，還得
一邊挑毛病，再假裝要走的樣子，讓老闆追出店門。逛
街變成了一場討價還價的購物戰，有人以此為苦，也有
人樂此不疲，就看各人討價還價的道行有多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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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程機票 」到「自我實現」

徐雲經理大膽譜寫「生命傳奇 」
本報記者  秦鴻鈞

      20 多年前記者在一個偶然的機緣裏聽到一件加州
的離婚官司，很受震撼，乃提筆寫就了一齣四幕十二
場的舞台劇「單程機票 」，在休士頓盛大公演，由我
本人親自執導。該劇也在美國華盛頓、舊金山等各大
城市公演過，皆轟動一時。因為「單程機票」反映出
了這些離鄉背井，走向「不歸路」的華人的心聲。近期，
在偶然的機緣裏 , 記者訪問了「完整修車廠」的老闆徐
雲女士，聽到她的故事，更受震撼。她簡直是活脫脫
「單程機票」的縮影，而力道更為強烈。
       開修車廠，從事修車業的人，台灣人叫「黑手 」, 
光聽這名詞，我怎麼也無法和眼前的徐雲女士聯想在
一起。徐女士斯斯文文，談吐頗具深度 , 一臉的書卷氣，
細談之下，才得知她來美前竟然是上海名校交通大學
物理系的老師，父母都是重慶大學機械系專業的教授。
在這種書香門第長大，從小養成她愛學習，會讀書的
模範生習性，年年名列前芧。1978 年聯考，她考上南
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後繼續深造，1985 年她從南京大
學物理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分到著名的上海交大，在
物理系任講師，1989 年來美留學，在 Baylor 大學讀生
物物理碩士，畢業後在休士頓 Medical Center 工作，在
實驗室做了四年研究工作。
       而真正促成她走進修車行業的機緣，是她在
Medical Center 上班，買了一部漂亮的紅色二手寶馬，
沒想到開了一陣子，"check engine " 的燈就亮了。她送
到修車廠去修，開回家時燈不再亮，似乎是修好了，
但第二天 " check engine " 的燈又亮了。無奈，她又找
另一家修車廠修，還是修不好，最後只好送去給 dealer 
修。Dealer 建議她再買一台新車，因為這部車只能賣
2000 元，而修車的費用也要這個價。這時，她天生不
服輸的個性決定自己修 , 她仔細的閱讀車的說明書，根
據自己開車的經驗，動腦筋想辦法，最後認定是 sensor 
的問題，她買來工具，自己動手，更換了 sensor 後，
"check engine " 的燈不再亮了。
       這件事給她很大的震撼，與其在 Medical Center 做
著千篇一律的實驗，她更喜歡挑戰 , 鑽研，解決問題。
她買了一些修車的書，在摸索中學習，很多東西她不
懂，她樂於學習。物理、機械專業出身的她，天生與車
行有緣，她決心創業，試試看！就在美南大樓旁的茂
承修車斜對面，她開了修車廠。剛開始時還不敢立即
自 Medical Center 辭職，每天都是下班後才趕往修車廠
上班，在修車場生意還不穩定的前二年，她在 Medical 
Center 的收入，都用來貼補修車廠的開銷，而她卻甘
之如飴。二年後她才辭去 Medical Center 的工作，專心
致力於修車廠的工作。
        她經常到廠裏做苦力，幸好有她的母親支持她。

她經常晚上、周末不回家，機械的東西，沒有捷徑，
她跟工人一起幹，一起學習。檢查空調，差點把手自
己做，逼得她學的快，甚至她懷孕時，還挺著大肚子
修車，作年檢。甚至生完小孩的第二天，她已在修車
廠上班。（她的三個小孩，除了老大是在國內生的，
老二，老三都在美國生的）有時拼過頭了，她頭暈，
開車像開船一樣，但她樂此不疲，精力充沛，連她當
時開的老地方修車廠，都是她自己親自裝修的。
        而她也不是完全蠻幹的人，她的勇氣和智慧適時
發揮，寧可「智取 」，也不平白吃虧。徐雲記得十幾
年前，有一位顧客把修好的車用自己的備用鑰匙偷偷
把車開走，修車費一千多元也沒付。那時，一千多元
美金是個不小的數目，她憑他過去打來的電話找到他
工作的塑膠廠，把車子找到，也把人找到，終於討回
修車費。
       「完整修車廠 」成立至今 25 年了，她從一開始時
大家對女性修車的存疑，到如今生意越來越好，大家
都知道休士頓有一家女性開的修車廠，無論任何疑難
雜症，到這裡都可「手到病除 」，而且價格童叟無欺。
        徐雲在做生意之餘，也時時不忘以所學來回饋社
會。她多年來在「美南新聞」上書寫修車常識專欄，
提供僑胞們極為珍貴的修車常識和經驗。也在每個月
第一個周四下午五時半至六時在電台 「亮車美屋」節
目，接受主持人美齊的訪問，並現場回答觀眾的提問。
是很珍貴的僑胞修車知識的寶庫，造褔僑社無數。她
也不忘提攜後進，在她的車行，看她任用了一些年輕
人，他們都是學汽車的研究生，個個都很努力。
        徐雲的選擇，很少人能理解她「自我實現」的需
要！當年，她剛來到美國，轉行到貝勒學生物、物理
研究所時，先生不習慣美國回國了，她帶著剛出生的

一歲的女兒，獨自在美奮鬥，她靠自己的毅力、誠信、
自學，打開了一條人生大道。如今，「完整修車廠」
堪稱全面，「一條龍」式的服務，無論修車、買賣汽
車、租車、與保險公司聯繫；不僅在技術上令顧客滿
意，還在修車期間免費提供代步車，以加強「服務 」！
同時，質量保證，價格優惠，薄利多銷 , 比別人家優惠
多。到「完整修車廠」，您可享有從汽車引擎到鈑金、
噴漆最「完整」的全套服務。
       徐雲的故事，堪稱從「單程機票 」到「自我實現 
」！完全由她大膽書寫的一部「生命傳奇 」！

完整修車廠正門口。

徐雲（右一）與同仁投入工作情形。

圖為「完整修車廠」老闆徐雲（中 ）
與她所任用的學汽車的研究生們。

位於 Cook Rd. 與百利大道交口不遠處的「完整修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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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黃土高原的人們致敬！                                           
劉虛心

2016 年的春天，楊貴平、劉虛心、
專業攝影師吳依純、中國滋根募款者源
曉燕、剛自美國回國不到一年的義工壽
惠生，外加滋根的元老韓嘉玲，一行浩
浩蕩蕩的訪問隊，深入中國的貧困鄉村，
探訪滋根資助的一些項目點。我們此行
主要有四個省份；河北的青龍縣、山西
的石樓縣、雲南的玉龍縣和貴州的雷山
縣及榕江縣。有人全程同行，有人只去
一省或兩省。本文首先報導山西石樓縣
之行。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東翼，東有太行
山 ( 故稱山西 )、西有呂梁山、南臨黃河。
春秋時代為晉國所屬，故簡稱晉。煤是
主要礦產，近年為了淨化空氣加上經濟
不景氣，煤產減少，年降雨量只有 550
毫米，主要農作物是耐旱的玉米、紅棗
和核桃。

我們從北京乘飛機到呂梁機場，山
西的滋根項目主任陳國強來接，出機場
就看到幾棟高樓，都只建了一半，國強
告訴我們；因為資金不足，又供多於求
而賣不出去，這些建築已經停工，現今
在中國的三線城市是很常見的，當地人
稱「爛尾樓」。從呂梁機場，兩個多小
時車程到達石樓縣，夜宿石樓乾盛酒店。
石樓縣屬呂梁市，在呂梁山西麓、黃河
之東，在石樓縣 40 公里處，我們見証了
壯觀的黃河第一灣，本來流向自北向南，
在此轉而向東。石樓縣下有四個鎮五個
鄉，靈泉、羅村、義牒、小蒜四個鎮，
我們走訪了後面的兩鎮。

第二天上午我們先去了小蒜鎮中心
小學，1-6 年級有 313 人，外加學前班
200 多人。此校部份校舍是由希望工程
出資建的。我們看到孩子們衣著都很多
彩，絕無破舊，孩子們行為也活潑頑皮
可愛，上午課間操大家在陽光下運動，
教室內和走廊上的佈置都生動活潑，每
個學校都有兒童遊樂設備、外加幾張乒
乓桌。老師們看起來慈祥有耐心，孩子
們在這樣的環境裏讀書基本是幸福的。
這個地區是國家評定的貧困縣鄉，能看
到這樣的小學環境，我為中國的孩子們
慶幸。

滋根基金會在這些學校支持的項
目，每校各有不同，基本上包括；助學
金、圖書角 ( 在每間教室的一個角落設

有書架，提供課外讀物 )、養成教育生
活用品 ( 提供住校生每人的牙刷毛巾用
品 )、環境綠化 ( 在學校操場內種耐旱的
柏樹，有的還利用樹下的小塊地種些中
草藥 )、蔬菜棚、太陽能熱水器、引水工
程、淨水器、化糞池 ...…自從國家實施
1-9 年級的義務教育之後，滋根開始提
供多種教師及學生培訓，例如民族文化
進課堂 ( 為了保護鄉土文化不致大量流
失，我們看到孩子們課間操跳傳統秧歌，
也看到一位老師傅表演三弦琴，腿上綁
一個雙板打拍子用 )、環境保護 ( 不要亂
砍樹木、較好的處理垃圾及廁所衛生 )、
青春期女童健康常識。

在小蒜小學，找了七位老師九位四
年級學生來參加座談會，因為他們都參
加過不同科目的培訓。一問之下這九
位學生全是留守兒童 ( 父母均在外地打
工 )，幸運的跟爺爺奶奶住，有一個小孩
是姑姑安排借住在別人家，大部份打工
的父親只能過年時回來一次，平時打過
電話，不曾寫信，有一個小孩說家裏沒
有電話，有急事時就借鄰居的電話，有
一個穿粉紅外套的女孩一直低著頭哭，
我問旁邊的老師，原來她母親已逝，爸
爸在外打工，年初爺爺也走了，所以傷
心不已。楊貴平問孩子們打電話給爸爸
媽媽都說什麼，孩子們都很害羞低頭不
語，貴平請他們每人都說一下，有人說
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有人對爸爸媽媽
說我特別想你、有人問爸爸生活好不好。
問及他們爸爸對他們說什麼，大部份都
說爸爸問他們有沒有好好學習。有一個
女孩不願說話，老師悄聲告知，因為她
爸爸另娶了別人住在外面並有了小孩。
唉！這些孩子們小小的心靈都承擔著各
種不幸。如今，在中國的鄉下，一個孩
子如果父母雙全都在身邊，又溫飽無憂，
就是極幸運的。然而在今日，我們看到
中國到處的施工和建設，這些打工的人
絕大部份來自貧困鄉下，犧牲的是他們
的家庭、廣大的下一代，默默地承擔骨
肉分離之苦。中國官方統計，全國留守
兒童有六千万人，非官方的說法有一億
人。我一直緊緊摟著那位傷心哭泣的女
孩，她一直抽泣不敢哭出聲，我告訴她，
哭出聲來沒有關係，不要壓著。同時心
想，我們能為她做點什麼呢？

在石樓縣的五天中，我們還探訪了
下面幾所小學：

田家岔小學  也是 1-6 年級，共有
學生 39 人；

石樓縣東新世紀希望小學  也是 1-6
年 級， 共 有 學 生 364 人， 外 加 學 前 班
168 人；

馬村小學  有 1-9 年級加上學前班
共 336 人；

沁園春小學  也是 1-6 年級，共有
學生 124 人，外加學前班 58 人；

義牒鎮明德小學 小學部有 600 多
人，另外有一個獨立的幼兒園 200 多人。

這些小學人數相差如此大是有原因
的。1980 年代中期以前，國家政策基本
上是要做到村村有小學、鄉鄉有初中、
每縣有高中。這是基本教育，沒有投資
效益的考量。到了九零年代末，2001 年
正式開始的全國農村中小學重新佈局的
教育改革方案，因為鄉村師資難找又素
質不齊，加上經費短缺，於是大量撤銷
農村原有的中小學，學生集中到小部份
城鎮學校。從 1997 年開始的十四年間，
全國減少小學三十七万所，其中農村小
學超過三十万所，占全國小學總減少量
的八成以上。以貴州省為例，撤除了三
分之一的學校。離學校遠的村，孩子們
要走三、四小時到學校，因此大部份初
中生及許多小學生需要住校。本文無意
討論撤點并校的優缺點，只想提到它給
廣大農村帶來的影響。

途中，我們經過石樓縣的留村，這
是 1936 年毛主席完成了堅苦的長征，率
軍從陝北進入黃河入山西西部的時候，
登山觀雪寫出這大氣磅礡的詩篇。我們
經過的那天，天高氣爽，但眼前的黃河 
河灘比水寬，如果毛主席看到這般秀氣
的黃河，是否還能寫出「……大河上下、
頓失滔滔……」的大氣詩篇。

上面提到的幾所小學，給我印象最
深的是田家岔小學。田家岔全村現有
717 人，長住的只有 300 多人，其餘的
都出外打工了，建築工、造林工，村民
大部份種玉米。原先在山上的土窯洞辦
學，1994 年蓋了現在的校舍，整個村子
1995 年才牽上電，1996 年有了山上引來
的自來水，校舍有暖氣、有磚地、太陽
能發電。因為在外打工的人多，有的把

孩子也帶走了，就學兒童減少，目前只
有 39 人，其中 18 人是學前班。校長薜
文，在田家岔教學四十多年了，夫妻兩
人都在教，他們世世代代住在這裏，我
可以想見，將來他們退休了，這個小學
就會被撤掉。滋根基金會在這裏做了很
多項目，出資讓村民種了一千多畝一万
餘株核桃樹，資助他們打了許多口井，
改善了飲水上山，太陽能洗浴熱水器，
綠化校園，也支持了鄉村文藝隊農民培
訓外出參觀…...。我們去的那天，村民
早就等在校門口，他們都著鮮豔的傳統
服飾，敲鑼打鼓又唱又跳歡迎我們的到
來。他們自已編的石樓秧歌，其歌辭如
下：「清明時節雨紛紛、貴客來到咱田
家岔村、敲鑼打鼓夾道歡迎、歡迎楊老
師咱的貴人…... 千年的柏万年的松、咱
們校園好風景、校園內外一嶄新、全是
滋根修建成…... 桌子新凳子新、教室內
外一嶄新、還給咱裝起太陽能、全心全
意為了咱的小學生…... 山上修起田間
機車路、又幫咱裁起核桃林、田家岔的
村民脫了貧、子孫万代不能忘了滋根的
人…..」。和鄉民們聊天，才知道他們面
臨的困難，他們種的玉米、核桃和棗各
種作物，都只能幾毛錢一斤地廉價賤賣
到臨近的縣城，在大城市要幾十元一斤
的紅棗，鄉民們因為沒有銷售管道，只
能賣幾毛錢一斤，我們看到戲台上曬滿
玉米，他們說曬乾了好保存，明年收成
不好的話可以蒸著吃。中午校長夫人領
著兩位代課老師下廚，準備了美味的山
西口味的飯菜招待我們及附近村民。我
們去的每所小學，其實也就是附近村民
的活動中心，往往也是黨支部或鄉村辦
公室的所在地，真的是官和民像一家人。
滋根在鄉下所有支持的項目點，也都要
得到地方政府或教育局的支持及配合，
滋根的項目負責人及所有工作人員也都
和各級官員保持良好關係互相配合，才
能最有效的聯手造福村民。

黃土高原的人們 純樸、善良、勤勞、
節儉 帶給我深深的敬意及感動。欣聞中
國大地 98% 以上的地方都有電源了，這
包括住在高山深谷的人家。但黃土高原
最缺的是雨水，乾淨的飲用水，如今，
河流都已變得非常細小，還望有識之士
早日找到解決方案，黎民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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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譽世界的華裔建築大師貝聿
銘逝世，終年 102 歲，真是長壽。
這位建築界傳奇泰斗在世界留下太
多不朽作品，包括法國巴黎羅浮宮
玻 璃 金 字 塔 和 多 形 狀 的 搖 滾 名 人
堂，他被譽為現代建築最後大師，
贏得建築界所有獎項，如普里茲克
獎和國家藝術獎章等，他必會留名
青史！ 
      我對貝聿銘建築作品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達拉斯市政廳，卅多年前
我初抵德州牛仔城時，第一個遊覽
巡禮的就是這個上寬下窄的大樓，
這棟樓運用科學原理構建，體現了
達拉斯市民的叛逆性格，是他匠心
獨運成名之作，被公認為美國建築
史上最佳傑作之一。
    後來貝聿銘又相繼為達城興建了
噴泉廣場和梅爾遜交響樂中心，我
在達拉斯的好友林正良兄最感榮耀
的就是他的女公子林幸怡當年曾是

第一位在梅爾遜中心公演的華裔小
提琴家，所以貝大師的作品也讓我
勾起了對故城和老友彌足珍貴的回
憶。
     貝聿銘畢業於麻省理工和哈佛，
他的建築具多樣化特色，融合優雅
和科技，他不拘泥型態，不羡慕有
強烈風格的建築師，在建築時只想
有更大自由，他表示，建築就是建
築，沒什麼現代不現代，如果你願
意，可以使用所有想用的主義或稱
謂，但它們如過眼雲煙，他不相信，
而真正留存下來的還是建築本身。”
      貝聿銘希望自己的設計能激勵
人心，讓人們在一定空間裡感到快
樂，所以他認為建築可影響人們的
生活，那是最有趣的挑戰。
      晚年獨居紐約的貝聿銘前年竟
遭 有 眼 不 識 泰 山 的 女 看 護 暴 力 虐
待，真是不幸，如今他壽終正寢，
大師請一路好走！

     阿拉巴馬州參議院通過美國最嚴
厲的 HB 314 反墮胎法案，嚴禁婦女
以任何理由流產，縱使是遭遇強奸或
亂倫懷孕也不得打掉腹中嬰兒，而
且為孕婦墮胎的醫師將面臨 10 年至
99 年的牢刑，此法已由女州長 Kay 
Ivey 簽署，預計六個月後正式生效。
     墮胎問題久遠，由於牽連健康、
宗教、道德、倫理以及法律等議題，
依然爭論不休，持正反態度的人見
仁見智，各有立足點支撐己見，不
過美國最高法院曾詮釋憲法，婦女
可在胎兒在生前終止妊娠，這就是”
羅 訴 韋 德 案 ”(Roe versus Wade) 中
樹立的墮胎合法化精神，這次阿拉
巴馬州推動這項立法，目標就是推
翻墮胎。
     其實喬治亞州最近簽署的胎兒心
跳法案也與反墮胎相關，今年就有
十幾個州試圖將流產懷孕六週以上
胎兒的行為視為非法，已經有六州

通過法律，全國至少有 61 項法案出
台。 
      反墮胎人士認為，就目前政治環
境來看，通過法案限制墮胎的成功
可能比一年前更大，最高法院裁定
由九名大法官組成，直到去年，共
有四名自由派、四名保守派保守派
和 一 名 搖 擺 不 定 的 法 大 官 Anthony 
Kennedy，但當他去年退休後，川普
提名保守的卡瓦諾，已經最高法院
右傾斜，專家認為，他會傾向於支
持對墮胎實行更為嚴厲的控制。 
      一般來說，反墮胎的人是社會保
守派和基督教右翼，除非最高法院
就那些法案發表意見，否則墮胎仍
是合法的，為向最高法院施壓，反
墮胎運動人士通過了種種限制措施，
希望利用這些犯案推翻”羅訴韋德
案”，由於美國最高法院已經由保
守派佔優勢，”羅訴韋德案”的被
推翻已經是箭在弦上了。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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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 , Robert , John , Mary, 
Tayler ,Thomas, William……… 都 是
美國相當普遍的姓和名，但 Robert 
Smith 這個姓名一夕間成為美國家喻
戶曉的人物，因為他在為一所大學畢
業典禮發表演說時，主動承諾為近
四百位應屆畢業生繳清全部學費貸
款，據校方估計 ，這筆學貸總額美
金 4,000 萬元，Robert Smith 的義舉
令人敬仰，稱他為教育慈善家應不為
過！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在清
朝，有一位單名叫做訓的武先生，雖
兄弟父母早死不存，但他行乞興學，
教育寒門子弟，傳為歷史佳話。
台灣首富郭台銘早年大手筆捐給台大
150 億台幣成立抗癌中心，創下全世
界醫學捐贈款最高紀錄，他當然也稱
得上是教育慈善家，如今這位教育慈
善家參選總統，他以前栽種的善因，
應該會結出善果的。

     Robert Smith 雖是美國非裔黑人
首富，但行事低調，長年默默行善，
他曾簽署過世界大富豪比爾·蓋茨和
沃倫·巴菲特所創議的捐贈誓言，承
諾將捐贈自己大部分財富去用於慈善
事業，他憂心現今非裔社區和 1950
年代一樣被隔離在社會之外，特別關
心非裔教育，有感於非裔經濟欠佳，
教育機會不斷減少，他呼籲企業對此
問題改善和投資，包括為那些貧困學
生提供實習機會。
     這次 Robert Smith 資助的莫爾豪
斯學院是一所非裔男生大學，該校除
畢業生直接受益外，校方也獲得他捐
贈的 150 萬美元，他也向史密森尼博
物館捐贈了 2000 萬美元，他自己的
母校康奈爾大學也獲贈 5000 萬美元。
據統計，在美國有超過 4400 萬人背
負著高達 1,500 萬億美元的學生貸款
債務，那是他們無法承受之重，但願
將來有更多的 Robert Smith 出現哩！

     長久篾視新移民的川普總統再出
新招，推出擇優制 (merit-based) 新
移民政策，其中最大改變是把原先
親屬移民配額從 66％降到 33％，但
把專業移民配額從 12％增為 57％，
並取消 5% 的抽籤移民，從比例變化
看出川普的過度重視精英移民，而
刻意貶損親屬關係，那並不符合美
國多元文化觀與傳統家庭價值，是
否可通過國會關卡還有待商榷。
      依現行移民法 , 獲永久居留權有
五個途徑 : 親屬、專業、投資、仳護
與抽獎，換言之，通往綠卡的五個
管道是 : 血緣、才智、金錢、人道與
夢想，任何移民法更改都操在國會
手中，並非總統說了算。
      川普上任以來缺乏現實思考，
從在邊境將成年移民和兒童分開，
到減少接納難民，再到鼓勵執法部
門對侵入者激烈策略，他把目標對
準最弱勢群體，多項舉措更讓 H-1B

申請人、移民企業家、海外學生更
艱難，他盡力履行競選誓言，限制
移民進入美國！
      目前美國每年批准 100 萬張綠
卡，這次川普女婿庫什納設計的新
移民計劃未降低數額，但變為以能
力為主，以確保有才者留美茁壯，
當然是好事，但卻背離 1965 年移民
法初衷，國會曾擔心該法會導致太
多非白人移民，因此堅持增加親屬
移民配額，以把主配額分給美國白
人的歐洲家屬，所以移民法原本是
帶有種族主義考量的，並沒有深層
的道德原因。
     據調查，每個移民平均會帶來
3.45 個新移民，換句話說，現在移
民到美國很大程度是取決於你認識
誰，而不是你是誰或你會什麼，川
普新的 Merit 擇優制移民政策終將改
變這一現狀，你不能不說這是一種
突破！

天下有新聞 新聞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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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一義，圖／取自網絡
景緻不變，還誤認能與昨天見面，今天和明天忘記了出現，錯落在花田，旅行於晚霞與
晴天，漫遊懸崖邊，日落後，敞開迎接只有自己的空間。

1. 利維公園電影《家》公開放映（Home Movie Screening at 

Levy Park） 

帶上您的家人、朋友一起，來利維公園觀看夢工廠電影
《家》的公開放映吧。
時間：05/31，8pm-10pm
地點：Levy Park (3801 Eastside Houston , TX 77098)
費用：免費

2. 休 斯 頓 健 康 生 活 節（HealthFest Houston at Discovery 

Green） 

本次休斯頓健康生活節將為各位民眾提供各種生活小常
識、健身要點和日常飲食菜單等。
時間：6/1，10am-6pm
地 點：Discovery Green (1500 Mckinney Street Houston, 
TX 77010)
費用：免費
3. 休斯頓南方炸雞節（Southern Fried Chicken Fest Houston at 

Peggy Park） 

快來本週佩吉公園的南方炸雞節品嘗由休斯頓著名廚師
為您帶來的美味而獨特的南方炸雞吧。
時間：6/1，1pm-7pm
地點：Peggy Park (4101 Almeda Rd Houston , TX 77004 

萬家燈火如節日蠟燭 等月亮出現許願吹熄

費用：免費

4. 傑西詹姆斯德克音樂會（Jessie James Decker in Concert at 

House of Blues） 

著名流行鄉村音樂唱作人傑西詹姆斯德克將在藍調之家
帶來她精彩的音樂表演。
時間：6/1，7pm
地點：House of Blues（1204 Caro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34.50

5. 休斯頓迪納摩對戰堪薩斯城（Houston Dynamo vs. Kansas 

City at BBVA Compass Stadium） 

休斯頓迪納摩隊將在主場 BBVA 體育館對戰堪薩斯城
隊。

時間：6/1，8:30pm
地 點：BBVA Compass Stadium (2200 Texas St Houston, 
TX 77003)
費用：$24                                                   

6.Ne-Yo 演唱會（Ne-Yo in Concert at Arena Theatre） 

著名 R&B 歌手 Ne-Yo 與他的合作夥伴 Tamia 將在戲
劇場館帶來他們的現場演唱會。
時間：6/1，8:30pm
地 點：Arena Theatre (7326 Southwest Freeway Houston, 
TX 77074)
費用：$79.50

7. 魯尼音樂會（Rooney in Concert at House of Blues） 

本週日的藍調之家將由洛杉磯樂隊魯尼為您帶來精彩的
另類搖滾音樂表演。
時間：6/2，7pm
地點：House of Blues (1204 Caroline Street Houston, TX 
77002)
費用：$20

5.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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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一線城市，房貸支出占據了

大部分人收入的 50% 甚至以上，工資

收入占據了絕大多數人收入的 80%。

對於貸款過多而收入唯一的人來說，一

旦失業就是失信人。

“國有六大行 2018 年公司類貸款
的增速，均落後於個人貸款。而個人貸
款的主要去向為房貸。”

根據國有六大銀行（工商、農業、
中行、建行、交行和郵儲）2018 年年
報統計發現，在合計新增的 51305.59
億元貸款中，公司類貸款增加 14876.08
億元，占比不足三成，投向了個人貸款
的是 31180.04 億元，占比六成，其中
個人住房貸款增加了 25338.96 億元，
占據全部新增貸款的半壁江山。

問題來了：個人房貸借款增多，公
司經營借貸減少。個人收入依賴於公司
的發展，公司發展受阻會想法設法的壓
縮成本和減少人力。飄搖的大盤之上，
到底有多少個體是真正安安穩穩的呢。

壹直以來，在大家眼中高收入的大
公司員工，他們買起房子來，也沒有想
象中那麽輕松。

“非常後悔”

10 多年前，我在北京聯想集團工

作的表姐，以不足萬元的單價定了天通
苑的 2 套房子，每套都是接近 200 米的
大戶型。付了首付以後覺得還貸壓力太
大又反悔了，找人托關系的把首付款要
了回來。

70 後趕上了北京房價的好時候。
但不是每個人都搭上了那列車。比如我
表姐。

10 年後的 2016 年，表姐在北京後
廠村路附近的馬連窪買房，壹套中等戶
型兩居室，所花的價錢比之前的天通
苑，貴了快 10 倍，面積可能只有當年
的五分之壹。很難定義當年的買房退房
對不對。因為後來表姐把資產投給了自
己手頭做的事情。後來她有了壹家自己
的小型公司，這幾年運營良好，壹直在
上升。

出於商務需要，表姐貸款買了壹輛
某牌 5 系的車，80 多萬，每個月要還
上萬貸款。當然，對於企業家這或許不
算大額開銷。但是還有房貸每月數萬，
辦公室租金每年壹百多萬，給幾十號員
工發工資，各種稅費，項目投入，甚至
是有人找茬之後的罰款。每天焦頭爛額
的接工商局電話。

有個前幾年壹起創業的早期員工回

老家生娃帶娃了，遠程兼職幫公司做了
壹些事情，雖然時間和精力投入不如全
職員工。但是她的工資，表姐給全額發
了。“她在我最難的時候，曾經和我壹
起並肩戰鬥。” 。老家親戚以為表姐
在北京開公司，賺大錢。他們會經常找
表姐借錢且並不歸還。（這幾年累積起
來金額很大）。     

表姐睡眠很輕。每天早上三四點鐘
就醒了。

“不買怕漲”

同樣把房子買在馬連窪的，還有 90
後大廠程序員小 L。因為公司即將從中
關村搬去後廠村自建大廈。馬連窪距離
公司未來新址比較近，壹眼就相中了地
段。2018 年馬連窪已經 6~8 萬。壹套
房子 400 多萬，幾乎掏空了家裏的 6 個
錢包。

90 後壹畢業房價就已經很高了。有
個幹了 6 年的房產中介說：90 後買房？
從業 6 年從沒見過。都是他們的父母在
買房。

除了雙方父母支持，夫妻二人的公
積金外，還從公司借了 50 萬無息貸款。
房子買了 2 年還沒住。因為綜合地段和
當下上班距離，把那套房子租出去，回

報大於自住。結婚壹年後有了娃。家庭
支出因為新成員的到來而急速增長。夫
妻二人都是戶外運動愛好者。沒買車。
出行除了打車，就是靠自行車了。

90 後在職場成為越來越中堅的力
量。眼下是不擔心工作，但是也很怕公
司業務架構性調整。因為離開這家公
司，也意味著當初借公司的 50 萬無期
貸款，需要壹次性償還完畢。

“買完想換”

小 L 的 80 後同事小樹，剛從隔壁
大廠跳到小 L 所在的這家公司做產品經
理。除了至少比小 L 早畢業 5 年，有薪
資優勢之外，更主要的是，他 2010 年
初在父母的支持下，先在北京東邊北三
縣的大廠，買了壹套 90 米左右的戶型。
當年 5800 買的房子到了 2016 漲到了壹
萬多。整套賣掉後套現 100W+，置換
到天通苑，剛好夠首付。

貸款 180W 分期 30 年每個月還款
9000，對於產品經理小樹來說，沒有
很大壓力。置業之後的小樹最大的困惑
是安家，每天早上上班零點以後下班，
唯壹能認識的姑娘都是同事。“找個同
行，倆人都是頭天上班第二天下班，日
子還怎麽過？”

服務於中國最好的互聯網公司，幹
的是這壹家公司最核心的產品崗。每
天，無數的公司和新機會向他拋出橄欖
枝。但是，技術發展的這麽快，5 年後
呢？ “5 年後再看當下的這些經驗，可
能就是古典互聯網從業者。”

“想留北京”

小 N2018 年在北京買房，已經屬
於擠著上船型，加了很大的杠桿。她作
為運營專家，服務於國內最大的 O2O
公司。去年組合貸款 300 多萬在北七家
買了壹套面積 90 多米的房子。每月除
了過萬的房貸，還有近萬元的組合貸利
息，以及車貸 2 千多，加起來每月兩三
萬，房車支出遠遠超過了收支安全線。

此前她對買房沒有執念。工作後首
先幫父母在老家買了套很大的房子，重
金裝修。錯過了北京房價上漲前的時間
窗口。她想過未來結婚兩個人有壹套房
就可以了，又或者未必壹直漂在北京，
回老家發展也是不錯的選擇。隨著時間
推移，發現票在北京這樣的壹線城市，
不僅結婚挺難，老家也回不去了。想到
“安全感只能自己給自己”。毅然決然
的買了房子。

雖然去年她所在的獨角獸公司上市

意外嗎？在北京，有房有車

的中年男女最好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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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分到的股票 cover 不住當下的房
價。財務將持續緊張相當長壹段時間。
手頭的這份大廠工作，會有壹些個人發
展的天花板，道理都明白。但是現在，
她不能沒有工作。

每天很早起，在 7 點鐘早高峰到來
之前，開車 1 小時抵達辦公室。

“為娃拼爹”

X 先生是大廠裏神級技術專家，收
入不菲。2019 年他賣掉了北京六環外
的兩居室，準備去海澱看壹看學區房，
那些他們口中開玩笑的“老破小”，恰
恰意味著北京最好的教育資源。

“聽說妳們程序員買房之前，用爬
蟲做大數據，然後再分析選樓盤，是真
的嗎？ ”“是啊，我就這麽幹呀。""
不過選盤就算了。我是選城市。”

在中國，所謂教育，就是家長們用
錢武裝自己的娃。在北京，以好學校多
而著稱的海澱區，是家長們爭先恐後搶
房子的地方。

先賣房再買房，給自己留足時間，
可以規避買房中的壹些被動可能。他吐
槽自己“沒機會，沒膽量加杠桿”。在
同事們眼中，他是壹個聰明沈穩靠譜的
人。

在上壹波的大廠減員計劃中，他也
按照公司的要求，優化掉了自己的壹兩
個下屬。他感到於心不忍。雖然要走的
這個人，是團隊裏業務能力最不好的。
“但是過去壹年裏，他真的進步了很
多。“

但凡有壹點點的話語權，他都想保

成了行業知名大賬號，壹度，壹年 365
天，天天都有商業投放。

爆紅之後小秘密就守不住了。新來
的領導知道這件事之後，立刻給排了兩
個月的大夜班。H 先生立刻就明白這份
工作幹不下去了。作為壹家商業公司的
簽約在職員工，“荒了責任田，肥了自
留地”的嫌疑，怎樣都摘不清。適逢那
幾年公眾號熱，有企業詢價，他就順勢
賣了賬號。套現 500W。

他接了另壹家的 offer，但行業很
窄，剛巧兩家公司的 leader 彼此認識。
針對 H 先生的跳槽，他們之間有壹場
熟人之間的對話：“對不起挖了妳的人，
他在妳們那邊怎麽樣啊？”  “很不錯
啊，人專業做事也多。但是他自己的賬
號每個月收入 20 多萬，去妳那妳打算
給發多少工資啊？”

offer 飛了。意識到在北京混不下去
之後，他把老婆孩子留在北京，遠走深
圳。在深圳打工的日子有空就到處看房
子。後來又買了壹個小戶型，如今已經
翻了七八倍。有人說他賬號賣早了。H
說不能那樣想，因為後來用那 500 萬，
很快賺到了另外的 600 萬。

眼下，在北京數房本的 H 先生，
回京求職遇到了壹點挫折：壹個很想去
的大廠，全部面試都通過之後，最後被
HR 拒絕了。理由是：妳超過 35 歲了。
我們覺得年齡有點大了。

 “停不下來”
壹個在上市公司任產品總監的女性

朋友說，“如果我有 500 萬，我就不上
班了，天天打遊戲。”事實上她也就那
麽說說。因為她的老板，壹個年輕有為
的億萬富豪，依然天天加班搬磚忙到腳
打後腦勺。

事實上，城市裏的每個人都停不下
來。不管妳是誰，有多大能力。本質上
人和人在面對艱難、壓力和選擇的時
候，所承受的痛苦閥值是壹樣的。財富
自由的人能力更強，擁有的選擇會多，
但責任也更大。而普通人在選擇面前預
期低，也會過得相對平和。

在北京，最好欺負的就是有房有車
的中年男女，他們擁有的多，需要守護
的也多，他們被稱為這個城市的中產階
級，談吐高雅，工作體面，沒有人會壹
言不合就辭職。他們是這個社會和家庭
的中堅力量，上有老下有小，經不起壹
絲的折騰。

                                    ( 文學城 )

住這個下屬。但是公司的規定就是規
定，工作和人情也應分開。生活在北京
這樣的城市，壓力顯而易見。同樣是外
地人在北京，作為家裏收入的頂梁柱，
老人年邁，妻子在家帶娃。他不敢想
象自己如果沒有了工作，會怎樣。“壹
家老小都要吃飯呢，沒有收入肯定會崩
潰。“

工作忙。系統和事務性的工作占據
了大部分的時間，個人學習和成長的時
間被無限壓縮了。要保持優秀，其實也
意味著停不下來。

“離婚分房”

小 Q 畢業就嫁給了現在的先生，
壹個垂直行業大廠技術主管。七年之
癢，他們準備離婚了。

想不到比感情更麻煩的，竟然是房
子。倆人的房子買在北京望京壹帶的繁
華地段，市場價已經 800-900 萬了。
還有壹點貸款尾款。倆人分手，他們中
的任意壹方，都沒有能力全款留下這套
房子。不得不分別從家裏搬出來，等候
房子出售。

當初買這套房子，是夫妻二人共同
奮鬥的結果。從銀行出來的全職太太小
Q，頗有投資頭腦。先生工作穩定，負
責還貸。他們的第壹套房子買在三元西
橋附近，80 萬買，310 萬賣；現在的房
子是 380 萬買，稅 27 萬，當下市場價
值 800W+。賺了。

小 Q 雖然不上班，但是她花在房
子上的精力，遠超朝九晚五。“就壹套
房子，買和賣同時發生，差壹點都不

行，壓力很大。”幾年下來，白發都多
了幾絲。她最厲害的壹點，就是通過分
析城市政策和樓盤周邊建設，準確的預
測了學區房。他們的第二套房子，買的
時候還不是學區，但是幾年之後，這個
樓盤被劃為學區房了，旁邊的學校非常
有名。跟小 Q 買房時候的預判斷壹模
壹樣。

學區房可以預測，但感情不能。分
手後小 Q 可以有 400 萬現金，她準備
重新看看房子。她的先生有穩定的收
入，但投資買房方面過去 7 年沒操過
心，不夠懂。作為某大型化工公司埋頭
科研的技術主管，他的職業生涯已經遇
到了天花板。上升空間有限，無力跳出
當下改行，因為以往的所有經驗，並不
適配當下的新興行業。

小 Q 還在全城看房。她是伴隨著
北京房價飆升，吃到過糖的人。以她的
風格和專業技能，考慮投資回報，可能
購房計劃還不止壹套。但是，恢復單身
的她有了壹個致命 BUG：沒有收入。

“全款買房”

H 先生是上班族裏的有錢人，早年
畢業於國內最好的財經大學。幾個月前
的股市裏，他賠完 500W 以後，賬上還
有 160W 閑錢。

房子在 2014 年全款買好了。壹買
就是兩套。挨著北京朝陽外國語，那是
朝陽區最好的學區房。因為在學區，家
裏倆娃就可以上旁邊的公立幼兒園，每
月學費 750；如果沒有學區房，隔壁私
立幼兒園的學費要 4000-5000。“光是
倆娃幼兒園，幾年就省了 30 萬。”

H 先生的兩次財富升值，都跟工作
選擇有關。第壹次，他雙薪從壹家知名
門戶換到了另壹家。工作期間，勤勤懇
懇，工作量團隊第壹。當然，出錯率也
是團隊第壹（工作量太大）。有次重大
失誤直接給公司惹了官司，領導說給妳
兩個選擇：要麽立刻走人，要麽留下降
薪 20%。他選了後者。降薪和全員通報
動靜很大，很傷面子。壹個月之後適逢
加薪季，領導又找了個理由，悄悄給
他加薪了 60%。（他說幹的越多錯的越
多，領導是個好人）。

作為團隊最資深且幹活最多的人，
年年把晉升和加薪的機會讓給新同事，
收獲了不錯的人緣。下班後，他有壹個
小秘密：他在運營自己的個人公眾號。
從晚上 8 點到家，壹直到夜裏 12 點，
持續埋頭寫作，堅持了整整壹年。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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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矽谷壹直是世界程序員的朝聖之地，在這裏每
年都有無數的新黑科技閃亮登場，在改變世界的同時
也改變了無數的程序員的生活。下面就是壹個在美國
矽谷工作的程序員，他收入為 15 萬美金壹年，約合人
民幣 1 百萬年薪。那麽這樣的收入是不是能給他富足
的生活呢？顧穎瓊博士經過計算發現壹個驚人事實，
這個收入還不到矽谷的貧困線！下圖為俯瞰矽谷。

這個程序員是壹位 85 後，大概 7 年工作經驗，在矽
谷壹家小初創公司，貸款買了壹個距離公司比較近的
小公寓，沒股票，年薪 15 萬美金。除去加州，聯邦稅
稅和養老保險到手多少錢呢，我每個月到手工資 6800
美金，乘以 12 個月是 81600 美金到手。這到手的 8 萬
多美金又是怎麽分配的呢：

1 房貸 2000*12= 24000 美金

2 房產稅 +HOA = 13280 美金

3 房屋保險 + 車保險 = 2000 美金

4 電話費 + 煤氣水電 + 網費 = 2400 美金

5 汽油 + 保養 + licence renew= 3000 美金

以上時每年必須消費的錢，就是沒工資，這些錢必
須交。這樣還剩下 4 萬美金，平均每個月有 3700 美金
左右的可控部分。這些錢在刨除必須的人際交往，出
去小規模旅遊，回國探親，每個月吃飯買菜的錢，大
家可以算壹算每年能攢 15000 美金已經非常不錯了。

顧穎瓊博士說，幸好這個程序員單身沒孩子，如果
有了孩子需要送托兒所，基本上矽谷的最低花費也是
每月托兒費 2000 美金，結婚有孩有房貸的人基本上這
個收入都是月清。

在矽谷每天接觸找工作的中國留學生，為了身份留
在美國真的是太吃力了，顧穎瓊博士看著都心痛。說
句實在話，如果不是學計算機的真的不建議來矽谷灣
區，壓力和北上廣比有過之無不及。先寫這麽多，具
體還可以補充。

再寫壹下我的老板，今年 60，中國老頭，沒趕上所
謂的互聯網紅利，但是做到小公司 VP 級別。開的是壹

輛馬自達，大女兒大學私立之後，二女兒供不起了，
只能讀個公立。我 VP 當然也有中國老人的節省，天天
帶飯，穿的衣服我感覺是三十年前他出國的衣服。在
矽谷中心住兩個臥室的小房子。20 幾年前買的。前幾
天聊天說他退休金才存了十幾萬，因為當時女兒讀書
用錢就沒再存。

要在矽谷活的還不錯，家裏至少有壹個要做計算
機。我不是說美國或者灣區不好，比起北上廣 996 和
早晚擠成肉餅壹樣的地鐵，我是真的珍惜這邊的生活。
但是妳要說灣區生活真的就自由自在沒有壓力，完勝
國內麽？我覺得真的未必。

大家都說矽谷現在貧困線是壹個家庭收入 50 萬美
金，也就是國內 300 萬人民幣的收入，很多國內的人
以為是開玩笑，其實算了所有的稅務支出，不到 50 萬
收入的確所剩無幾！美帝國還是很懂得怎麽榨取壹個
人的剩余價值的。

                                                                 ( 文學城 )

   百萬年薪中國程序員
             在美國矽谷的窮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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