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2019 年 6 月 10 日 星期一
Monday, June 10, 2019

房地產專日_A01 Color_190611_4 分之 1 版繁

12043

发行人 李蔚华/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长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长 朱幼桢/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长 秦鸿钧/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总编辑 盖 军/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網址：www.scdaily.com

2019 美房產三大趨勢

你的春天來了！投資跑贏通漲如何下手
2018 是充滿變化的一年，無論是風雲莫
測的移民政策、爭論不休的美聯儲加息、還是
硝烟四起的貿易大戰、沸沸揚揚的中期選舉
……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要想弄清
2019 年美國房地產的風向，還得從美國經濟
形勢這個大前提說起。

經濟健康穩定
總體持續向好

經濟是一個國家的命脉，如果將其與血
液檢查類比，那麽 GDP 增速、通貨膨脹和失業
率就像是化驗單上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
這三大指標。
提到 GDP 增速，總有人以為越高越好，但
凡看到數字下滑，就覺得大事不妙。實際上，
經濟增長率就像人的體溫，過高或過低都不
健康。
各方面都較為成熟的發達國家，健康值
應維持在 2%-3%。如果連續幾個季度超過 4%

，則很有可能說明經濟過熱，預示資產泡沫。
如果此時美聯儲又沒能及時采用貨幣政
策幹預，那麽持續高燒的經濟會很快陷入危
機。同理，通脹指數也應在 2%左右為好。回看
過去 20 年的美國經濟數據，不難發現，2000 年
科技股泡沫破裂和 2006 年次貸危機前都出現
了 GDP 增幅連續高漲、通脹超過 3%的先兆。
就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美國各項指標
均符合預期，就業形勢穩中有升，實在沒什麽
好擔心的。

住宅趨勢有變
壓力機遇並存

相對于波動較大的股票和黃金，房地產
仍然是當前經濟周期下的投資首選。雖然利
率上調和高端地產供應量回升使一些核心城
市擺脫了房價瘋漲的局面、逐漸回歸正常，但
房市總體仍屬賣方市場。

明年全美住宅市場主要有三大趨勢。

首先，人口超過 8000 萬且逐步邁入 30 歲
的千禧一代是未來購房的主力軍。
其次，豪宅市場的供應量明顯上升 (500
萬美元以上)，買家議價能力增强，是入手的好
時機。
第三，由于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居民老齡
化程度加大，公寓需求上升，獨立屋房源有望
增多。
對于總也選不到稱心房子的人來說，你
的春天來了。
面對不斷上漲的貸款壓力，也許有人會
演
想等等看，但過去 20 年的加息歷史告訴我們，
如今的利率遠沒回復到次貸危機前的水平。
美聯儲用實例證明，買房跟出名一樣，都得趁
早。
無論你對海外投資有著怎樣的期待，都
別讓積蓄成為通貨膨脹的犧牲品。最後，借用
機構投資大牛的一句名言，
“I don’t get paid
to sit in cash. I get paid to invest smartly”
(我該
做的不是守著錢，而是精明投資)。
(取材美房吧)

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上網衛星鏈變觀星災難
休斯頓高級學者將舉行
會議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中國城德州撲克俱樂部
日日有比賽 天天有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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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 $1500.00 美元 比賽大獎
本俱樂部還提供麻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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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981-8868
21 IATAN
ARC專業

週年

2019 王朝旅遊董事長帶隊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旅行社 中國簽證$170★公證★認證★

$0江南游/$399機票回上海/台湾/越南
9月雙水鄉黃山武夷山雲貴純玩團$2198 美西、美東、黃石 折扣高達
22%
10月北歐冰島童話遊輪16日$1999起
德州、美国境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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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韓國12日溫泉雪岳山團$1980 (全包價)

歐洲/埃及/非洲/坎昆
馬爾代夫等全球旅遊團

太空中心門票$16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租約 正對上萬學生校園 上學下班必經路 商鋪
最好 雙高速圓環中心點 全時段人潮車流 有限
意者請電! John Woo | 832-876-8678 | Passion Realty | www.KATatUniversi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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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自住房貸款與
投資房貸款有哪些區別？
中國人喜歡買房，買房地點遍布全球。同樣是美國買
房，中國人熱衷于把多餘資金投資在房產上，很多人利用
貸款購買投資房後，用租金收入支付每月貸款和地稅等開
支，達到以房養房的目的。專家提示：自住房的貸款和投
資房的貸款還是有一些區別，一般來說，投資房的貸款利
率比自住房貸款利率高出 0.25%-0.375%，申請條件也較高
。

一、監別投資房
監于自住房貸款有低利率等優惠政策，很多民眾即使
在購買投資房時也想以自住房申報。實際上，銀行會依據
一些條件來判定顧客購買的房產是用自住還是投資。例如
，銀行會要求顧客披露名下所有房產，一般第二套房產就
是投資房；過戶以後，60 天內買房人要入住，且一年住滿
180 天就算自住房；另外，一半自住、一半出租的情況也
算做自住房。

二、付點數降利率
如果民眾想要以自住房的利息來購買投資房，也有一
種辦法，就是付點數。一個點數，就是貸款金額的 1%。舉
例來說，對于 40 萬的投資房貸款，根據房利美的規定，如
果要拿自住房的利息，貸款時要付兩個點數，就是 40 萬乘

2%，也就是一次性付 8000 元。那麼是選擇一次性購買點
數，還是較高的利率? 這要看民眾保持投資房多久。例如
一個貸款 40 萬、30 年還清的房子，投資房比自住房的每月
還貸相多出 100 元，如果選擇付點數，大約 7 年就把 8000
元賺回；但如果購房者打算兩三年就賣掉房子，那麼就沒
必要購買點數了。

三、首付要求高
從貸款比例來講，投資房貸款最多只能申請到 70%，
這就是說購房者至少要付 30% 的首付，而自住房貸款有時
可以達到 90%之多。銀行對首付的要求也會更高，自住房
首付款可以由父母、朋友贈予，若購買投資房，銀行要查
看申請人兩個月的銀行月結單，其中不允許有任何贈與款
。另外，申請人的信用要求也更高，通常要在 660 分以上
，而自住房僅為 620 分。
在美國，相對其他商業貸款，申請房屋貸款比較容易
，而且利率較低，因此購買房產，要善于利用銀行貸款，
也就是學會藉錢投資，用別人的錢賺錢。
但投資房貸款和自住房貸款有些不同。申請投資房貸
款最好曾經做過房東。投資房購買者去銀行貸款時，銀行
會看負債和收入的比例，不能超過 43%到 50%。例如，某
人月收入 5000 元，當前自住房和未來的投資房加起來的所

有貸款、地稅、保險等負債額每月 2500 元，負債和收入比
例剛好 50%，他可以申請到這個貸款。但如果本人還有汽
車貸款 200 元，負債達到 54%，就不能申請到這棟投資房
的貸款了。
民眾選擇不同的房屋類型，如 Co-op、Condo 等，對
申請貸款都會有影響。專家稱，Co-op 用于投資而言基本
上沒有貸到款的可能，銀行會覺得風險太大；Condo 比
Co-op 好一點，但也有諸多限制。是否能夠拿到貸款，銀
行也是需要經過很多審核的，如果 Condo 預售率沒有達到
50%，商業面積超過大樓面積的 20%，裏面個人投資比例
過高，那麼銀行也不會貸款給買家。一到四家庭的房產是
比較容易申請到投資房貸款的。四家庭以上的在紐約就算
是商業貸款。商業貸款從租金上是很好的投資方式，但貸
款更困難：貸款一般是五到七年，而且提早還款還有罰金
，另外利率也更高。（文章來源：美房吧）

確切地知道被拒絕的原因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然後你可以弄清楚如何處理按揭申請中出現的這一問
題。
例如，當房屋估值不夠高時，可能會被拒絕貸款
。此外，收入明顯下降、已有債務較多或未能按期償
還信用卡等也可能會使您陷入這種困境。

才能保留住你選中的房屋。
如果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可以請父母或其他親戚幫忙
提供增加的首付款，但需要牢記的是，你必須向借款機構
提交書面說明該筆資金並非借款，而是贈與。另一種選擇
是看你是否可以獲得首付款援助計劃的資格，這是一個針
對中低收入購房者的項目。

房屋估值偏低成按揭貸款被拒的主
因

重新尋找其他貸款機構

美國購房按揭貸款申請被拒怎麼辦？

當您接近完成在美國的購房流程時，突然發現自己的
按揭貸款申請被拒絕，這可能會讓你感到十分慌張。尤其
令人沮喪的是，當您花費幾個月時間才挑選出最適合自己
的房源，卻被告知該交易不能如期進行下去。
在您按揭貸款申請計劃告吹之後，為儘快回歸正軌，
需要快速的行動和清晰的頭腦。情緒穩定下來之後，小樂
建議您可以參照以下幾個步驟進行嘗試。

找出按揭貸款申請被拒絕的具體原因
您的貸款申請可能由于某些原因而最終導致被拒絕。

對于借款機構而言，對準業主的房屋進行估值是
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因為，銀行想知道房屋的價值
是否等于或大于按揭貸款的總額。如果房屋估值偏低
，那麼你有以下兩個選擇：
首先，如果你認為第一個估價有問題，可以申請進行
第二次評估，當第二次估值達到理想的價格，就有可能獲
得按揭貸款。另一個選擇是與賣方協商一個更低的合同購
買價格，但是如果估值遠遠低于賣方的報價，那可能這一
方法也無法起到很好的效果。

增加首付款金額
就常規貸款而言，20%的首付款通常是行業標準。在
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比例可能還不夠多。如果借款機構
想在發放貸款前讓你提供更多的首付現金，你則需要照做

一家銀行機構拒絕你的抵押貸款申請並不意味著其他
銀行也會這麼做。相信如果你在申請貸款之前做過功課，
那麼你可能會有一個貸款機構備選名單。
當您聯繫另一個貸款機構時，最好先說清楚之前貸款
申請被拒絕的事實，因為給下一家銀行盡可能多的細節可
以幫助他們確定好你的資質和貸款額度。

不要忘記自己的誠意金
一旦選好合意的房源，您需要提交誠意金，這表示你
是認真在考慮購買這套房源。
按揭貸款被拒後是否可以拿回這筆款項取決于初始合
同的措辭。如果你和賣方在合同中達成一致，即如果您無
法獲得按揭貸款，您的誠意金將可以被退回，那麼你就能
申請拿回當初交納的誠意金。另一方面，如果當初合同中
未約定這種偶然性，那麼誠意金當然也就是無法收回的。
（文章來源：美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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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是富人的財富

上

卻是中產階級債務的“紙牌屋”

問題。正如小 取鑄幣稅，集億萬財富于一身。
布什總統的
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美國掌控了
“ 次 貸 計 劃 ” 最高權杖，通過美元向全球各國收取
才 是 中 產 階 鑄幣稅。而在各國金融體系中，誰掌控
級的噩夢。
了央行誰就掌控了這個國家的財富分
住 房 社 配權。
會化是最理
政府為了實現財政擴張和債務擴
想的機制，但 張促進投資拉動，往往通過財政赤字
極 少 國 家 能 貨幣化的方式融資。這種方式本質上
夠做得到；住 是通過發行貨幣向全民徵收鑄幣稅，
房 市 場 化 是 讓全民買單。
最高效的機
這種“直升機撒錢”的方式，表面
制，大多數國 上看起來是全民均攤，實際上非常不
家 都 采 用 這 均衡。與政府相關的、信用好的國企、
種方式；而住 房地產、基建、金融以及資金密集企業
房 貨 幣 化 則 及個人可以獲得極大的“貨幣紅利”
；
是 最 糟 糕 的 而與政府不相關的企業與個人，廣大
比重提高，他們可自由支配資金比重下
機 制，美 國、 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的工薪中產階 開支”
降
，
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
。
“強制性開支”
包括
日本、歐洲以 級不但無法獲得任何好處，更大可能是財富
每月償還住房貸款
、
各種稅收
、
保險
、
房租等
及 中 國 都 不 在資產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中縮水。
可避免地走
首先，
“貨幣富餘”領域與“貨幣貧乏”領 無法縮減的開支。調查結果顯示，1979 年“強
中產階級群體的壯大，被認為是西方民
制 性 開 支 ”平 均 占 法 國 中 產 階 層 月 支 出 的
上了這條高維生存之路
。
域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
。
主政治改良的勝利，也是整個世界經濟體系
21%，但 2010 時這一比例上升至 38%。對中產
1980
年代開始
，
美國總統裏根和美聯儲
大量貨幣流到市場上有一個傳導過程
，
穩定的基石。然而，最近幾十年，全球中產階
階層而言，
“強制性開支”比例也在這段時間
主席沃爾克共同導演了
“裏根大循環”
。
“裏根
併不會立即引發市場價格普漲
（通貨膨脹）
。
級衰落似乎是一個不可逆的趨勢：
內從 20%上升到 32%。
大循環”
本質上是一個金融資本主義主宰全
貨幣富餘領域的價格一般會先上漲
，
根據斯
2007 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十年間中產
金融資本主義對中產階級的第二個殺傷
階級經歷狂風驟雨般去杠杆後大面積坍縮。 球化經濟秩序——即強美元與高債務併存， 托爾伯-薩繆爾森定理（指某個產品價格增加
性武器那就是，金融資本攫取產業資本，導致
金融繁榮與實業雕零併存
，
財富集中與中產
併不會導致所有要素的實際收益增加
，
而是
1991 年日本泡沫危機爆發，在“失去的十
導致這一產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實際收益增 實體產業和中產階級空心化。
年”間，中產階級大量消失逐漸走向“M 型社 空虛併存。
從此
，
世界各國跟著美國走上了貨幣主
加，而沒有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實際收益反而 經濟學家將庫茲涅茨曲線運用到金融產業中
會”
。
，該領域的從業者收入會增加，而貨 ，發現金融發展與貧富分化也呈現倒 U 曲線
在過去 10 年全球經濟貨幣化的宏大敘事 宰、金融主導、債務擴張、財富分化的不歸之 會減少）
——金融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發某個閾值
幣貧乏領域的收入反而可能會下降。
中，中產階級享受著財富膨脹的盛宴；然而， 路。
，
在美聯儲強勢美元和信息技術的推動下
廣義貨幣大規模增加時，基建、房地產、 導致貧富分化加劇。
2019 年，交響樂漸行漸遠，明斯基時刻若隱若
根據歷史數據，美國的貧富分化正是從
現，看誰在曲終人散盡後依然酣醉迷糊、濃睡 ，華爾街金融裹挾金融資本，以及大規模金融 金融、銀行、股票、資金密集型製造業更可能
1980
年代裏根大循環時期的金融資本主義開
衍生品，橫掃全球製造業、科技業、製造業以 是受益者，而軟件、設計、餐飲、零售、知識產
不消……
始的。
本文從經濟的底層規律，分析影響中產 及農業市場。大量財富集中到少部分金融巨 業、普通服務業的收益反而因為資產價格上
央行及信貸銀行大規模的貨幣產能以及
階級財富與收入的房產、貨幣、股票、稅收、失 頭及金融精英手中，而大部分在實體經濟中 漲或通貨膨脹而降低。不幸的是，大量中產階
各種金融衍生品的創新，促使金融產業向實
從業的工薪中產的收入反而減少
。
級居于後者
。
業五大要素。
。金融產業成為食利階
美 國 人 口 普 查 局 的 數 據 顯 示，1997
其次，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上漲，中產 體產業收取“鑄幣稅”
年-2009 年，美國家庭收入的中數增長了 13% 的大量財富被剛需房產所吸收（第二部分論 層，實體產業淪為借貸者，本質上是一種租金
貨幣 | 金融
模式。
，也就是說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 13%， 述）
。
“鑄幣稅”
與倒 U 型曲線
所以，在金融對實體經濟降維打擊之下，
但扣除通脹因素，實際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
第三，貨幣超發導致物價普漲，由于工資
1918 年美國勞工部就發起“擁有自己的 了。研究還顯示，美國中產階級的個人資產比 粘性，工薪階層的工資無法立即上漲或漲幅 中產階級的收入被拉開差距。在次貸危機期
房子”運動；1960 年代約翰遜總統提出“偉大 其收入縮水程度更大。1971 年至 2011 年中產 比例不如物價，同時中產的剛需消費比例大， 間，美林公司的 CEO 塞恩年收入是 1500 萬美
社會”
目標，决心為美國人的
“自身家園”
而努 階級收入的中位數下降了 5%，但同期淨資產 這相當于購買力下降、財富被擠壓，而富人因 元，貝 爾 斯 登 的 CEO 凱 恩 在 倒 閉 前 賺 取 了
力；小布什總統提出
“美國住房夢”
計劃，出臺 中位數則由近 13 萬美元下降至 9.3 萬美元，降 剛需消費占比相對較低影響較小，如此拉大 1100 萬元。在 2000-2005 年期間，華爾街金融
了鼓勵次貸的《美國夢首付法案》
。
精英賺得缽滿盆滿，美國的經濟增長了 12%，
幅達 28%，資產縮水將近三成。
了貧富差距。
實際上，住房是人的安身之所、心靈家園
在金融資本主義體系中，貨幣發行權是
法國在過去三四十年內，中產階層收入 勞動生產率提高了 17%，但普通勞動者的平
，擁有住房應該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所以，房 集中或洗劫財富的“金權杖”
，誰掌握了這柄 上漲速度落後于住房、水電、燃油等物價上漲 均工資僅增長了 3%。
產無罪，貨幣才是惡魔，房價問題本質是貨幣 “金權杖”誰就能號令天下，向廣大“幣民”收 速度，導致目前中產階層每月身負的
“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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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產是富人的財富

中

卻是中產階級債務的“紙牌屋”

由于金融給實體經濟釋放了巨大的貨幣 制度，你會發現，市場化、金融化的經濟制度
產能，導致市場價格扭曲，一些實體經濟的企 本身就是一個冒險的體系，看似一環扣一環
業主在跨期調節中發生了誤判，往往擴大產 的風險最終都壓到了中產階級這個駱駝上。
能或增加投資，從而加劇了實體經營的風險，
央行貨幣制度、金融制度、政府財政制度
導致一些實體企業、企業主及工薪階層收入 、有限責任公司制度、代理人制度組合成一個
下降。
龐大而脆弱的體系。
另外，由于信息不對稱、交易費用高、信 以次貸危機為例：
用指數低、可信賴的抵押品不足，中小企業及
美聯儲大幅度下調利率，釋放流動性支
中產階級無法像大企業與富人一樣獲得足夠 持中產階級甚至低產者貸款；以雷曼兄弟為
貸款。他們很自然成了
“貨幣貧乏”
的一方，只 代表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則大量發放次級貸款
能被動地接受財富被洗劫的厄運。如果美聯 ，讓底層民眾買房。
儲開啟緊縮通道，中產的貨幣則更加匱乏。
同時，聯邦政府站出來做隱性擔保，聯邦
所以，在美聯儲的一松一緊的美元
“活塞 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兩家全美最大的住房
運動”
中，中產階級的財富悄無聲息地被壓縮 貸款抵押公司，負責收購金融機構的貸款合
。
同，然後打包到金融市場上銷售。如果一旦發
我們不排除普惠性金融對中產階級的幫 生危機，美聯儲又為這些金融機構充當最後
助，但在美元主導的金融資本主義時代，過度 貸款人，引發貨幣沖抵掉壞賬。
金融化是中產階級每天的噩夢。
事實上，金融危機爆發後，美聯儲確實站
本質上，金融對中產階級的掠奪，是央行 出來為兩房、高盛、花旗等巨頭提供貸款，而
可以無限擴張無錨貨幣產能的結果。
真正的犧牲者是廣大中產階級，雷曼兄弟只
貨幣產能越大，越來越多的資本則回流 是他們棄車保帥、利益博弈的犧牲品。這種金
金融領域，金融空轉越嚴重，實體經濟則越雕 融化的經濟制度刺激金融巨頭瘋狂冒險，賺
零；金融大佬越富有，中產階級越貧窮。
得缽滿盆滿、紙醉金迷，而不管洪水滔天、芳
若將金融資本主義秩序放大到整個經濟 草萋萋。憤怒的美國民眾占領了華爾街，多年
後他們用選票製造了“特朗普現象”
，傳
統建制派黯然失勢。
如果一個國家廣義貨幣平均增速＞
財政收入增速＞GDP 增速＞居民可支配
收入增速，那麼增速跑贏了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領域說明獲得了巨大的“貨幣紅
利”
。但是，沒有跑贏的處境則更糟糕。如
果繼續擴張貨幣和財政，繼續投資拉動
增長，那麼釋放更多的貨幣定然加劇貧
富分化，增加中產階級的財富風險。
在一個封閉的市場中，當資產泡沫
達到一定程度，對于中產來說，所有的雞
蛋都放在本幣這一個籃子裏。而富人更
有辦法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產，以規避
匯率風險，促使財富保值、增值。
經濟制度的金融化對整個國民財富
構成降維打擊，金融領域的供給側改革，
才是解决這一沉屙宿疾的關鍵所在。

房產 | 債務
“紙牌屋”
與
“掃地出門”
美國房產次貸危機最終引發全球性
金融危機，美國乃至西方國家的中產階
級的財富大規模縮水，高失業率以及沉
重的債務負擔使全球中產階級遭遇坍塌

性打擊。美國累計失業
人數超過 800 萬人，多
達 200 萬美國家庭由于
無力支付房貸而失去住
房，淪為中低收入群體。
據斯坦福調研的數
據顯示，美國的中產階
級 在 2008 年 金 融 危 機
裏損失慘重，大約占到
了總財產的四分之一。
但是，在這十年間，中產
階級財富收入在下降，
而富人群體的財富卻在
增加。
主要原因是中產財
富大部分用于買房。將
財富過多地配置在房產上的風險，就相當于
將多數雞蛋置于一個籃子裏。
在美國，房產占家庭財富的比例大概是
34%，而中產的這一數據要高得多。中產的住
房購買往往抵押比例更多，因此其財富受到
的邊際影響更大，隨著住房抵押出現問題，房
價下滑對中產淨財富的傷害遠大于對富人。
更為悲劇的是，百萬中產家庭在危機中
不得不將房屋交還給銀行或低價出售，這也
導致隨後的房地產回暖併沒有真正惠及這部
分人。而富人由于財富配置相對分散，受到次
貸危機的衝擊較小，現金流充足的富人和機
構還在危機中抄底房產。
此次金融危機對歐洲國家的中產階級同
樣造成巨大的衝擊，意大利、西班牙、希臘等
國大量中產失去工作與住房，一度引發主權
債務危機及社會動蕩。經濟與收入增長最為
穩定的德國，其中產階級規模也出現了一定
程度上的萎縮趨勢。201O 年以收入水平衡量
的德國中產階級群體所占比重已由 2000 年
的 62%下降至 54%。
“日本消失十年”
的故事是中國財經自媒
體最津津樂道的
“三大俗”
之一。1980 年代，受
低利率、寬信用刺激，日本房地產價格急劇膨
脹。在
“賣掉東京買下半個美國”
的衝動下，大
量日本中產大規模舉債押寶房子，一場空前
的地產豪賭愈演愈烈。最終，日本央行快速加
息主動刺破泡沫。
經濟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中產階級的
財富規模瞬間
“崩潰”
，世界上最勤勞、壓力最
大的日本工薪階層負債累累、苦不堪言。日本
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其《M 型社會》中指
出，2015 年日本已有八成人口淪入中低收入

Sandra Tsui

陳小姐
(國,英語)

281-650-0742

階層！
大前研一發現，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
階級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整個
社會的財富分配，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
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
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
但是中間這塊，就忽然陷下去，然後不見了。
所以，經濟危機尤其是房地產引發的危
機對中產財富的洗劫遠大于富人。經濟增長
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階層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
階層，西方社會出現了“集體向下沉淪”的趨
勢。
房產，對于富人來說是財富、投資品，而
對于中產來說，只是具有投資屬性的剛需
“消
費品”
。
中產階級的房產其實是一個債務的“紙
牌屋”
，其財富的背面就是負債，負債是真實
的，而財富只是紙面上的。
對于房產屬性的不同界定，直接導致中
產與富人在房產投資上的風險偏差。
富人可以根據房產市場的行情靈活選擇
，而中產受制于孩子入學、婚姻生活、社會習
俗、租房成本等非投資性因素的影響，在購房
選擇的制約性很強，更多時候不是依靠對投
資時機的主動把握，而是被動地依賴于自我
財富積累與房價走勢的契合（運氣）
。如此，相
比富人，中產在房產上更容易損耗財富，且背
負高負債。正如當下的購房者，不少都是剛需
，不得不接盤如此高位的房價，承受極重的房
貸負擔。
房產，承載著中產幾乎所有的財富夢想
與幸福寄托。若房價崩潰，中產夢也就支離破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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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 Tan

陳太太

(國,台,英語)

281-630-2212
281-340-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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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味道，同樣的配方。

失業 | 股票
“穩就業”
與
“在職貧困”
在西方國家，就業，幾乎是中產階級的唯
一收入來源，是保住財富、維持中產生活的關
鍵。換言之，失業對中產家庭來說打擊是巨大
的，長期失業則是致命的。
1929 年和 2008 年，這兩次世界性經濟危
機都導致美國大量工人失業，很多中產家庭
因沒有收入失去了房子而流離失所。
所以，在
“六穩”
工作要求中，穩就業排在
第一位，甚至在穩金融、穩外貿之前。這足以
說明，就業（失業）這個我們曾經不怎麼關注
的問題當下甚至將來，都會顯得極為重要。
根據奧肯定律，經濟向下波動，中產階級
的失業率則會增加。由于工資具有剛性，如果
企業主預期悲觀，一般都會選擇裁員而不是
降薪來壓縮成本、規避風險。所以，企業在產
能收縮時，極可能引發工薪中產階級失業。
失業率上升，勞動市場供給增加，工資則
會進一步下調，如此工薪中產階級為了維持
生活和供房貸，在討價還價中處于博弈弱勢
方，不得不接受低薪工作。
如此，工薪中產表面上已經
“穩就業”
，但
低薪工作帶來的收入可能不足以維持一個合
理的生活質素，至于陷入
“在職貧困”
。
從就業到失業，再到
“在職貧困”
，是中產
經濟返貧的一條常規路徑。
關注
“穩就業”
，更要關注
“在職貧困”
。

股票，是中產階級在房產之後的第二大 功能型財政
投資項目。
公共選擇學派創始人詹姆斯
但是，由于房產幾乎透支了中產兩個家 •布坎南認為，關注加稅、減稅、
庭（男女雙方）
、三代人（祖孫三代）人的財富， 稅率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稅
能夠投到股票中的資金已經非常有限。
收制度的决策機制。
所以，在股票市場中，中產階級只能承擔
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以
小散的角色；而西方國家股市主要是機構對 直接稅為主，包括所得稅、財產稅
决，中產小散的參與資產比例相對較小。
等，而部分國家執行的是間接稅，
關于小散投資的秘訣，從 K 線蠟燭圖、 比如增值稅。
《股票大作手回憶錄》到哲學、宗教，從小道消
直接稅，比如財產稅，向富人
息到芒格演講，中產階級無比勤苦好學但每 徵稅得多，然後轉移支付到低收
次都防不勝防、大敗而歸。
入者，有助于社會公平。而間接稅
股票為什麼 10 投 9.5 虧？盈利的原因就一 看起來最公平，不存在“劫富濟貧
個低買高賣，而虧本的原因則各有各的不同。 ”
，但實際上不利于稅收轉移支付
其實，中產小散投資股票很難賺錢實際 的效率。由于中產階級和低收入
上受經濟規律支配。
者在剛性消費上支出比重大，相
由于小散財富少、資金少，財富的邊際傾 當于他們比富人承擔了更高的賦
向要比富人高，投資回報率期望要比富人高， 稅收入比。從邊際上來看，中產階
可選擇性降低，因此容易選擇一些風險高的 級和低收入者承擔了更重的增值
股票，且容易重倉操作，在獲得一定收益率時 稅負擔。
稅收負擔還有一大部分是社保繳納。從
（未達期望）不願意退出，在虧損時不及時止
科技企業、知識創新企業、高端服務企業
社保中折射出來的是
，社會保障、醫療、教育
損，併且試圖頻繁操作增加獲利回合來提高 ，這些企業上游采購很少，大量的是人員工資
等公共產品的不足
。
如此
，中產階級還必須為
收益率。
、獎金支出，因此找不到足夠的發票進行抵扣
孩子教育
、
自己養老與醫療儲蓄
，加劇了中產
受財富邊際傾向規律的支配，不論投資 ，因而承擔了大量的直接稅。創業企業、中小
階級的脆弱性
。
家如何告誡
“不要頻繁操作，獲利的機會就這 企業、未盈利企業，如果存在大量庫存，這就
拉美國家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
，某種
麼幾次”
、
“及時止損”
，不論如何責備自己要 意味著企業虧損不說，還要背負承重的稅負。
程度上是
“中產階級陷阱”
；
歐洲國家近十年
吸取教訓，但實際操作中小散很難執行。
如此，大量在科技企業、知識服務企業以
所以，中產小散試圖在股票中獲利，實際 及中小企業就業的中產，以及創業型中產就 的動蕩不安，某種程度上是中產階級的衰落
與焦慮。
上是一項抗規律、反人性的艱巨工作。
承擔了比較重的稅務負擔。
中產階級群體的崛起，一度被認為是西
股票和失業往往具有某種聯動性，股災
在個稅方面，如果只有幾千萬工薪階層，
方民主政治的勝利
，是人類文明社會的結構
爆發通常衝擊實體經濟，導致消費縮減、投資 繳納了上萬億的個人所得稅，而所謂的有閑
性走向
。
然而
，
在金融化的經濟制度降維打擊
減少，進而影響家 階級的財產稅如房產稅又未開徵，而資本所
庭 收 入 和 就 業 的 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徵收 20%的稅率 下，中產階級坍縮的風險日益加劇。
穩定性。有些中產 低于個稅稅率，那麼就會導致“勞動重稅、資
家 庭 常 常 同 時 面 本輕稅”
，工薪階層平均稅負較重，造成徵稅 後記
自從尼德蘭人建立東印度公司以來，尤
臨 股 票 虧 損 和 失 不公平。
其是
“裏根大循環”
以來，人類一直處在一個
業的雙風險。近些
由于全球化市場，富人財富轉移極為便
風險性制度創新的巨大慣性勢能之中
，縱然
年，不少人身邊有 利，政府一般不敢對富人大規模加稅，擔心富
明斯基時刻一次次發出殘酷的警告
，
而我們
些家庭，因炒股失 人將資產轉移到海外，因此大量的稅收負擔
利、先生就業不順 只能留給
“走不了”
的中產階級以及中小企業 卻全然不知已長期淪陷在這一制度性泡沫非
均衡之中。
而陷入被動，家中 。
倘若正如奧地利學派所認為的“制度是
女性不得不放弃
很多國家稅收無法支持財政開支，政府
，那麼
“雪崩時，沒有一朵雪花是
全職母親的工作， 不得不通過發放債券、土地貨幣化、財政赤字 自發形成的”
。倘若正如西方政治精英所認為的
選 擇 職 場 就 業 以 貨幣化等方式融資，而這種舉債模式帶來更 無辜的”
，那麼我們一直都在一
填補家用。
為沉重的負擔，最終也是通過增加中產階級 “制度是天才設計的”
的稅收，或者增加貨幣供應來解决。而不論哪 塊大砧板自嗨，亦或是苟且。
一種方式，中產階級的財富都將受損。問題在 文章來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
稅收 | 社保
清和 智本社社長
“ 大 規 模 減 稅 ”與 于，目前這是一種全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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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富人至關重要，而持這種觀點的窮 點應該也歸為是生活中的一個好習慣
人是 17%。去年有句流行語：
“要想成 。
為富人就要和土豪交朋友”
，因為人脈 6。富人堅信生活的命運由自己決定
往往是錢脈，而富人間的人脈更可以
在由誰來決定自己命運上，90%
說是金脈。
的富人表示是由自己，而窮人中只有
美國富人維繫人脈關係大多會 10%的人認為命運由自己決定。窮人
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作出帶有人情味的 大多認為自己命不好，沒個好爸爸。在
事情，例如適逢人生大事件時打電話 受訪的美國富人中，大多數人最初也
恭喜，祝賀生日快樂，甚至是見 不是富人，也沒個好爸爸來撐腰，但他
面喝喝茶。而做這個調查的理 們秉持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的信念，
財專家考利照貓畫虎，光用這 努力向改進自己命運的目標進發，這
一招一年就多賺了 60000 美元。 種態度也是他們能夠成為富有之人的
4。富人喜歡結交新朋友
一個因素。這種精神動力也算是和“美
68%的富人稱他們喜歡交 國夢”相輔相成。
新朋友，而窮人喜歡交新朋友 7。富人致富依賴創造性，而不僅是聰
的比例只有 11%。中國人常說在 明
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個朋
有 75%的富人視創造性為成為
友多條路。廣交朋友是擴大人 富人的重要條件，窮人中則只有 11%
脈的一種方式，在美國也是如 的人同意。
此。
富人更多地相信創造性會極大
5。富人認為攢錢很重要
影響能否成功，而窮人則更多地認為
88%的富人認為攢錢是致 自己窮是因為不夠聰明。很多成為富
富的基礎，在這一點上 52%的窮 人的人在大學的讀書成績只是 C，也
人也贊同。要想成為富人不僅 就是勉強及格，他們算不上聰明人和
要能掙大錢，而且要勤儉持家、 學霸，但這些人注重創意，而不是死讀
積聚財富。他們在教育子女上 書，走上社會後更能發揮自己的能力。
有一條“80/20 定律”
，即在生活 8。富人喜愛他們的工作
中不要做月光族，至少收入的
85%的富人稱他們喜愛自己所
20%要用於儲蓄或是投資。這一 從事的工作，而窮人僅有 2%的人稱喜

愛自己的工作。86%的富人平均每週
工作 50 個小時，81%的富人稱他們要
做比工作所要求更多的事情。
不過，富人的工作往往是自己開
創事業，全身心地投入自不可免。而窮
人多是打工族，要想做到全身心投入
要求有點過高——不過，誰知道這些
富人最初不是從打工族過來的呢？
9。富人相信身體健康是賺錢的本錢
85%的富人將身體健康看得很
重要，而且也認為這是賺錢的本錢，但
窮人卻是把身體健康看得不甚重要，
13%的窮人認為身體健康是革命的本
錢。一位富人曾說，我不可能在醫院的
病床上賺錢。身體健康意味著有更多
的精力和時間去開拓事業，也會更多
地積累財富。身體健康還會將積累財
富的時間拉長，一個人再富有，英年早
逝也是一種悲劇。
10。富人更有衝勁，勇於冒險
63%的富人表示在致富的過程
中敢於冒風險，窮人在這方面是底氣
不足，6%的窮人表示他們贊同致富要
勇於冒風險的觀點。在學者的調查中，
27%的富人在創業致富過程中至少有
一次遭遇失敗，人們很容易忘記成功，
但失敗卻是刻骨銘心，能從失敗中吸
取教訓，重新站起來，這就具備了可能
會成功的基本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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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告訴你：窮人和
富人之間只差 10 個習慣

窮人和富人之間差的是錢嗎？現
在我們說創業、談投資，無非都圍著一
個“錢”字。即使不出於媚富的角度我
們也會好奇，窮人甘願過窮日子嗎，他
們想不想做富人？
對於富人和窮人的現狀，美國理
財專家考利用了 5 年時間對美國的富
人和窮人的日常行為和習慣進行調查
和分析，他發現富人與窮人很大的一
個差異是“致富習慣”
。考利認為，
“運
氣”其實在成為富人過程中只起到了
很小部分的作用，而窮和富的差別在
於“致富習慣”
。這其實是種思維，並
且與生活習慣很像，就像良好的生活
習慣會使人身體健康甚至是長壽，不
良的生活習慣會影響到人們的壽命；
而擁有良好的致富習慣，會加速人們
積累財富，而擁有太多“窮人習慣”的
人就是拼了命也難以成為富人。
在美國年收入多少才能進入富
人的行列呢？按照納稅的標準，個人年
收入要不低於 200000 美元、夫妻年收
入不低於 250000 美元算是富人，但這
樣的收入其實只是中產階級上層的收
入水平，真正可以算作富人的年收入
要不低於 500000 美元，而且這還只是

窮酸的富人。
1。富人相信生活習慣對於財富人生
很重要
52%的富人認為，日常生活習
慣對成為富人有主要影響會產生主
要影響，窮人中持這種觀點的比例為
3%。很多富人會說他們成為富人是
運氣好，而不少窮人也會說自己運氣
不好所以成為不了富人——不過富
有人群認為不好的習慣造成的是有
害的運氣，而好的習慣則可以帶來機
會的運氣。什麼是好或不好的生活習
慣？你怎麼看？
2。富人相信美國夢
在如何看待美國夢上，2%的窮
人認為美國夢可以實現，而 87%的富
人認為可以實現美國夢。美國夢在富
人眼裡是人們可以發揮自己的潛能，
自己來決定命運。94%的美國富人認
為擁有更多財富是他們美國夢的一個
主要組成部分，而這種夢想是可望又
可及的。
看來，中國的騷年們要致富，得
先有個中國夢。
3。富人重視人脈關係和自我成長
88%的富人認為人脈關係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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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頤養天年,
在美國頤養天年,
從零了解退休計劃金額和年限
在美頤養天年需要準備多少退休計劃金？這是人們常問的誤區
問題。現實生活中，這個問題的“正確打開方式”應該是：妳計劃
什麼時候退休？需要準備多少退休計劃金？
金融圈的黃金問題之一：人們要為退休計劃存多少錢？對
於花銷大的朋友們，有人說 1 百萬都不夠。當然這些都是無稽之
談。據世界最大投資公司之一 Vanguard 的數據顯示，65 歲以
上的美國人的退休保險儲蓄金平均約為 17 萬 5 千美元，每年開
支約為 7000 美元。
為什麼這兩個退休保險金的價格差距這麼大？這是因為影
響退休計劃的變數非常多：例如家庭大小，居住城市，消費水平
，未來醫療需求等，這都將導致退休計劃存儲金額的差異。那麼
一般美國人怎麼解決這個難題呢？

簡單大概的解決方案：
Mr. Money Mustache 上一個名為 Pete 的人，在還未掙到 7
位數薪水的時候，30 歲的他就舒適地辭職了。受這篇博客的啟
發，筆者便寫下這個指南想分享給大家應該從什麼時候開始準
備退休計劃？每年該存多少錢？
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妳想要什麼時候退休。
這是個不常被問及的問題，因為大多數人都假設他們到 60
或 70 歲才退休。但這卻是很多人需要考慮的問題，因為提前準
備好退休計劃可以提早退休。
因此，一旦妳確定了退休的年紀，接下來的事情就相對容
易了。筆者根據不同的退休年份和不同的工資水平每年所能儲
存的退休計劃金額，制成了下表。

在看圖前先明白以下幾個假設：
1. 社會安全福利金（Social Security)不考慮在退休計劃內。對於
60、70 歲退休的人，社會安全福利金將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2. 假設妳退休前的花費和妳退休後的花費一樣多，以建立安全
的消費差額。其實在現實中，退休後的花費一般都會下降。

3. 圖表還顯示如果妳從零開始儲存退休計劃金額，將要花多久
的時間。如果妳已經儲存有一筆客觀的資金，又將要存多久的時
間達到足夠的養老金額。
4. 圖表中有四種不同的軌道，每個軌道有不一樣的回報率。實際
上，股票市場自 1871 年以來，已經回到平均每年 9.1%回報率。但
當妳越接近退休購買退休計劃，一般鼓勵保守的方式，回報率為
7%起。
正如妳所見，如果妳能拿出收入的 65%投入到退休計劃，那
將能夠在短短 11 年後就可以開始退休了。
如果，另一方面，妳只能使用 10%或 15%的收入用於退休計
劃，那妳將要把退休的時間延長至 35-60 年後。
因此如果妳 22 歲開始工作，計劃 62 歲退休，在社會安全福
利金外，存儲工資的 10%-15%為退休計劃金是不錯的選擇。更多
選擇項，可以點擊此處退休計劃金額存儲率和年限表格。

如何規劃退休計劃繳納時間？
如果有個薪水不錯的工作，又該每年存儲多少退休計劃金呢
？需要存儲多少年呢？這個問題，在 Networthify.com 可以找到答案
。妳只需要輸入妳的薪水，妳每年預存的退休計劃金額（註意這是
指稅後的薪水）
，即可算出妳退休的時間。
例如妳現在的除去稅收後收入為 5 萬美金，每年存儲 2 萬美
金的退休計劃金，那麼 22 年後，妳將可以退休了。
如果妳現在的 納稅後收入為 7 萬美金，每年仍存儲 2 萬美
金的退休計劃金，那麼 妳將要繳納 30 年的退休計劃金，才可以
退休。
除去家庭開支的花費，我們可以看到開支和退休時間的直接
聯系，儲存越多的退休保險金將能更早開始退休。因此，越早開始
退休計劃，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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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假日購物 哪天出手最划算
(本文轉自僑報網)假日購物最佳時間至少是 當天遭遇缺貨的可能性是 83%。同時，這一天也
妳最有買東西欲望的那一天。如果妳想挑一天網 是在線銷售增長最快的一天，同比增長達 18%。
購，那麼這個日子是 11 月 26 日。
總體來說，盡管感恩節當天是購物的最佳日
據財經網站“市場觀察”
（MarketWatch）報道 子，但如果妳對產品的具體類型有要求，可能要
，Adobe Digital Index 依據過去 8 年對 4500 家公 尋找更好的購物時機。
司以及 5500 萬商品進行的銷售數據得出結論，
看看 Adobe 為消費者總結出的四類商品的
感恩節當天網上購物比任何時候都便宜。該公司 最佳購買時機。
預計，火雞日的平均折扣可以達到 26%。
玩具：感恩節前的周六（Nov.21st）是為孩子
交易網站 DealNews.com 對去年 11 月份的交 選擇玩具的最好日子，當天的平均折扣約為 18％
易情況進行分析後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它在報 ，不過妳可能面臨脫銷的命運，這對父母來說是
告中稱，當涉及到最佳交易時間時，那一天一向 個大問題。
都劃定在感恩節當天。
電器：感恩節前的周一（11 月 23 日）最宜出
感恩節成為最佳購物日，Adobe Digital Index 手，這一天妳可以拿到 18％的平均折扣。
首席分析師加夫尼（Tamara Gaffney）稱，事實上，
飾品：感恩節當天購買的話一般會有 25％的
同以住讓消費者盡快逛街購物做法不同的是，越 平均折扣。雖然之後會有定期折扣，但價格往往
來越多的零售商更傾向於在網上推出促銷活動。 會略高一些。
推動這一趨勢的另一個因素是，在過去三年
服裝：盡管感恩節當天折扣在峰值（約 28％）
中，
“黑色星期五”折扣提前到了感恩節當天。就 上，但如果妳有足夠的耐心，會看到價格一路下
是說，如果妳想搶到最便宜的商品，只有早早地 滑的趨勢，通常有 50％至 80％的折扣。
守在電腦旁才能如願。否則因需求過高，感恩節

7 大方法，教妳在留學期間找到工作
（本文轉自搜狐教育）如果中國留學生 富的時候，教授推薦是最好的渠道。但
們在國外留學期間遲遲找不到實習工 也不是說妳讓他推薦他就會給妳推薦
作的話，不妨試試下面這些方法，相信 的。
會對大家找實習工作有所幫助。
因此，妳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在課堂上給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請求教授推薦工作
當妳沒有任何經驗，簡歷並不豐 所以妳需要，好好預習功課，認真完成
作業，課堂上和下課後多跟教授互動。

2.課下與教授們多交流。多去 Office
Hour 不但會讓教授覺得妳很勤奮，也
能讓他真正了解妳這個人。以後做推
薦的時候就會更加有說服力。

信息都是跟本學院的專業有關的，都 不會容易被 Filter 掉。
是為大家過濾過的。而且學校收到的 5 完善 LinkedIn 資料
職業信息都是招人的公司就想要這個
很多大公司的 HR 會每天花壹些
學校的學生，中獎率挺高的！
時間看 Linkedin。因此，填好 LinkedIN
2 到學校 Career Center 尋求幫 3 找師兄師姐介紹
的資料非常關鍵：讓妳的 profile 看起
美國找工作，最主要就是靠校友 來獨特。讓雇主壹眼就可以看出妳為
助
Career Center 分為學校 了。小編目前也聽了很多美國留學生 什麼特別，和妳想尋求的職業目標。大
的和學院的兩種。學校的大 分享會，他們幾乎所有人都會找前輩 家壹定要保持自己的 LinkedIn 在最新
Center 往 往 會 發 布 實 習 和 們幫忙找實習，至少關於實習和公司 的狀態，也要細心不要有什麼打錯字
工作的新聞，而且都會幫學 的壹些信息會找他們了解。因此，跟師 的現象出現。
生改簡歷，修改 Cover letter 兄師姐維護好關系非常重要，他們其 6 關註 CSSA 或 CSA
。除 此 之 外，Career Center 實是最好用的啦！很多師兄師姐已然
CSSA 和 CSA 都是本著為中國學
還會不定期舉辦壹些面試 在公司裏工作了，如果妳感興趣，通過 生服務的原則的。除了會開辦活動促
技巧學習會和職業規劃的 他們遞簡歷，可謂是“近水樓臺先得月 進大家的友誼，也會不時發送跟職業
。而且，請師兄師姐幫忙可比請教授 相關的信息。有的 CSSA 辦的比較成
相關講座。值得註意的是， ”
有時候主講人本身就是某 推薦容易多啦，大部分就是混熟了就 熟的學校還會特別分出“職業規劃”部
些大公司的人力資源主管， 好。這麼好用的辦法，壹定不要放過啊 門，不定期請職場專家來做講座。所以
給這些人留下印象也會對 ！
，要記得成為他們中的壹員哦！
妳找工作或者實習有幫助。 4 多瀏覽公司網站&各種行業分 7 多關注一些行業博客
有的對職業比較重視的學 類網站
關註妳有興趣的行業的人士開的
校，還會不定期舉行不同行
大 公 司 都 有 自 己 的 Internship 博客，這樣不僅能讓妳學到最新的行
業 的 Internship Panel，直 接 Program。有的是只有暑假有的，有的 業知識，還能讓妳知道這些人目前都
會有公司的負責人過來招 則是滾動招人的。反正大家去自己想 在進行怎樣的 project。如果妳發現自
Intern。
去的公司 Career 這欄下面找就可以找 己對這些 project 很感興趣，那妳不妨
有些學校的各個學院也 到了，方便快捷。但是如果這個大公司 也是從 Volunteer 開始做起，然後慢慢
都 有 自 己 的 Career center。 也通過學校的 Career Center 招人了， 加入 Inter 的行列。
學院的小 Center 發的職業 最好是用學校的系統來申請，這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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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條美國生活 Tips 全是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上)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
想去美國留學或工作生活的朋友們看過
來，立思辰留學 360 整理了大量美國生活學習實
用攻略，讓你到了異地他鄉也能過得如魚得水。
食
1.吃飯要給小費（tips）
，一般給消費數額的
10%-15%，快餐店不用給小費。
2.美國的肉都不放血，做清燉的要冷水加
熱使勁放血。
3.餐廳飲料都無限續杯。快餐店交錢拿杯
子。飲料自己隨便打。
4.最常用的美食 app 就是 Yelp 和 Pinterest
。Yelp 類似國內大眾點評網，有時候給餐館會在
yelp 上放優惠，所以不管去哪個餐館前都記得先
yelp 一下看看。Pinterest 是一個圖片流網站，內
容上五花八門，食物和菜譜非常非常多，是個看
圖學做飯的好去處。
5.只要周圍有中國超市，大多數中國能買
到的食物都可以買到，沒比國內貴太多。
住
6.美國的房屋大概是分：Dorm，Apartment
和 House。
Dorm 是學校宿舍，一般有公用廚房客廳
還有衛生間。
Apartment 是小區。小區一般提供 Studio、
1B1B 到 4B4B（第一個 b 指的是 bedroom，第二個
b 指的是 bathroom）這些選擇。Studio 和 1B1B 類
似，比 1B1B 便宜一點，包含衛生間和廚房，只是
廚 房 客 廳 和 臥 室 之 間 沒 有 門 隔 開。 1B1B 到
4B4B，就是一室一廳到四室兩廳。
House 就是獨立棟，一般都是三間房以上，
帶小院子，像是小別墅。
7.洗手間裡的馬桶叫 toilet。家裡的洗手間
叫 bathroom。外面的洗手間叫 restroom。
8.所有衛生間裡都有一次性馬桶座圈紙和
廁紙。

9.有的插座和中國不一樣，
記得帶轉換器。
行
10. 除非你住在紐約，車是
你出行的最佳方式，人人都開車。
天一黑，路上幾乎一個行人都沒
有，還是開車安全一點。
11. 學車考駕照：美國駕照
分為筆試和路試兩部分。
筆試的部分自己刷交規書
就可以了，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費
考很多次。交規書（Driver Manual
）可以到居住地附近的汽車監理
所 （DMV-Department ofMotor
Vehicles）拿。
路試部分就麻煩一些了，
會有一個考官坐在車裡評估你開
車。
12. 關於買車。拮据的同學
可以買二手車，建議從正規的車
行購買。車行雖然比私人定價貴，
但是還是有一定保障，汽車歷史
也 都 可 以 打 出 來 給 你 看。車 的
paperwork 還有車牌子申請等等
也都是他們幫你直接搞定，你就
在家等著正式車牌子郵寄過來就
好了，比較省心。
13. 加油站沒有人會跑過來為你服務，自
己加油，自己付帳，加油站都有擦玻璃的一套物
品，加油的時候可以順便把玻璃擦了。
14. 在公共交通發達的城市，比如紐約，的
同學，可以辦一張公交卡，每個地鐵站都有自動
售賣公交卡的機器，可以直接充值，按程收費；
也可以買周卡或月卡，一周或一個月內無限次
乘坐公交和地鐵。充值後的小票（receipt）要收好
。
15. 如 果
公交卡丟了，立
刻找地鐵服務
窗口要一張申
請掛失的表格
和信封，根據你
充值時收到的
小票填寫，然後
找個郵筒投遞
了，不需要貼郵
票。過一個月左
右，交通系統會
把你損失的金

額打回到你的信用卡上。
16. 每個公交車站都貼有公交路線和到達
每一站的時間表，所以按照時間表趕公交，有利
於合理規劃時間。
17. 美國的公交車並不是每站必停的，如
果你要下車，拉一下座位上方的拉繩，駕駛室的
前方顯示屏上會亮起“Stop Requested（要求停車
）”
，司機就會在下一站停車。所以需要提前瞭解
自己的下車站點。
18. 上公交車時，和司機打招呼。下車時，
對司機說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之類，而司
機也會予以回應。這是美國人的一種禮貌習慣。
購物
19. 在美國刷信用卡都要出示 ID CARD，
可以是你的 passport 或駕照。
20. 用學校郵箱申請亞馬遜 prime。亞馬遜
prime 保證兩天左右到貨非常方便，學生賬戶前
半年免費。剛到美國沒有車出行不便瑣事繁雜，
最方便的就是網購。
21. 多填寫商場裡的各種地址和 E-MAIL
登記卡。因為他們會給你寄打折卡。
22. 大部分商品都收稅。每個州的稅率不
一樣。紐約市稅率為 4%，服裝在 100 美元以下不
收稅。

23. 除食品外，很難見到 made in USA，常
見的都是 made in China，made in Vietnam，made
in Indonesia，made in Honduras。
24. 化妝品想買低端的去超市、高端的去
商場、想買得全去網站或者化妝品商店（Ulta 和
Sephora）
。
25. 在商場買衣服，在標注的期限內，可以
隨便退貨，售貨員不會追問退貨理由。
26. 使用信用卡很便利。它還能幫助你建
立你的良好的信用記錄和消費記錄。記錄越好
越多，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房貸，更好的車貸。
衣
27. 在美國買衣買鞋沒有太大問題，價格
又比較白菜，所以出國時能少帶就少帶。
28. 女生必備晚禮服，建議在打折的時候
買，同樣的裙子新上架一百多美金。打折的時候
十美金，只要你不換學校，同樣的晚禮服不能穿
兩次。男生必備西裝。
29. 各種露背吊帶裙。三十歲以下的女生
大都穿這些。
30. 沒有人用肥皂洗衣服，也沒有人做飯
放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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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下)
過來人的經驗和智慧
31. 人字拖流行，英文叫 flip-flops。英文解釋是
穿在走路時會發出“flip-flop”的啪啪聲。
工作學習
32. 申請個人 Gmail 郵箱。Gmail 是美國最
廣泛使用的郵箱，國內的雅虎、新浪、網易、QQ
等郵箱發出的郵件很容易被外國人當做垃圾郵
件忽略掉。
33. 上課所有人都積極爭著舉手回答問題
。如果你會而不舉手，會被認為很傻。
34. 提前預習，老師不會講書上例題。
35. 沒有人會借你作業抄，只會告訴你思
路。同樣你也不要把作業給別人抄。
36. 不要作弊。這個抓到就是 F，嚴重會退
學，然後一生黑，千萬別幹。
37. 開學頭一個禮拜如果覺得自己選的課
不好，要趕緊找自己的 counselor 換。要按照自己
的喜好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選課。
38. Facebook 能有效的幫助你與你每天見
的同學保持聯繫。而且，它是個幫助你記住人名
的好地方。
39. LinkedIn 相 當 於 求 職 版 Facebook。你
LinkedIn 上的個人資料頁面相當於你的求職簡
歷。
40. 建議大家都準備一個紙質或者電子的
calendar，每門課的 syllabus 一發下來就馬上把各
種 due date 標注下來，大分值的項目比如 project
和 paper 一定要重點標注。所有科目作業的 due
date 都標注號以後我們需要預估一下作業需要
的時間，大作業給自己留出至少一周的時間準
備。

41. 有意識地記人名。外國
人特別在乎名字，和他們說話特
別經常要使用他們的名字，記住
他們的名字絕對是和他們一起學
習以及社交相處的第一步。
玩
42. 電影院在正片開始前，
通常會放 10 到 15 分鐘近期上映
影片的 trailer（預告片）
，所以雖然
有時遲到 10 分鐘，也能趕上片頭
。
43. 地鐵裡，幾乎所有人都
塞著耳機在看書，既有 Kindle 也
有紙質書，要麼就是用手機在玩
消除遊戲。你也可以帶本書看看。
44. 在美國一定要看得懂
橄欖球，就算看不懂也要學會當
你們學校進攻的時候站起來尖叫
，一起喊口號，隨著樂隊的歌曲扭
。
45. 很多博物館，如紐約的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都不強制買票，
只 設 建 議 票 價，你 也 可 以 捐 錢
（donate）買一張票，捐多少錢隨
意。
46. 有些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一周內會
有一天免門票，有興趣的話可以提前瞭解。
47. 想到紐約百老匯看戲，可以到 47 街上
的 TKTS 售票亭排隊，能買到當天音樂劇、話劇

的半價票。但排隊的人非常多，最好在放票前 1
個小時就去排隊，搶位置稍好的票。
語言
48. 提高一對一交流能力和公眾演講能力
。學會一本正經地說英語，用英語推銷自己和自
己的觀點，是日常 presentation
，找導師，畢業答辯，日後找工
作的關鍵。
49. 建議辦理一個 Netflix，普通模式一個月只要 9.9
刀。Netflix 非常方便，看劇看
紀錄片看電影看動畫片時候
把英語字幕打開，遇到不認識
沒看明白的停下來查字典或
者分析，選一些科學類 documentary 可以提高學術表達，選
擇家庭類校園類的電視劇可
以提高日常表達。
50. 學會說 NO。聽不懂
的話，說 sorry 然後再問一遍。
51. 別人打噴嚏時可以
說 Bless you。
52. 公共場合開門的時
候要等下一個人接過門再走

（如果後面有人的話）
。要跟前面幫你拉著門的
人說 thank you。很重要的禮節。
53. Yes, please 和 No, thank you 這兩個搭
配用法切忌用混。
54. 購物時，售貨員見到你第一句話一般
是“How are you today?”
，這時應該很自然地回
答“good”
。
如果在一件商品前停留時間過長，售貨員
會問你“How‘s everything going?”如果你不需要
幫助，可以回答“I’m fine thank you”
。
買東西結帳之後最好說一句“Have a nice
day”
。
健康安全
55. 不要隨便接受別人給的藥或者糖，也
不要給別人，因為可能是毒品。
56. 請一定要帶治感冒和胃腸感染的藥！
57. 信用卡丟失趕緊掛失。別等著。
58. 牙醫超級貴，而且不算在保險內。出國
之前最好把牙檢查檢查。
59. 各種緊急事件要打 911。記住自己的地
址，可以清楚地告知警察你在哪裡。
最後
60. 要熱情地告訴別人自己的國家是什麼
樣的，因為他們有時並不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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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传统健身房热潮减退，舞蹈、瑜伽、搏击等项目热起来——

健身玩出了新花样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今天你跳舞了吗？”、“瑜伽
打卡，从今天开始”……在全民
运动风潮席卷神州的当下，传统
健身房运动不再是“独宠”，更多
的人选择瑜伽、舞蹈、搏击等小
众运动，运动多样化已成大势所
趋 。《2019 国 民 健 康 洞 察 报 告》
显示，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
中国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
越来越强烈，对于健康生活的需
求也越来越强烈。这些小众运动
为何能得到大家的青睐？健身大
市场的细分面临哪些新挑战？本
报记者作了调查。

◀日前，“汤山
温 泉 杯 ” 2019 年 全
国健身瑜伽公开赛
在江苏南京汤山开
幕 ， 来 自 全 国 的 31
支代表队和个人参
赛者共计 350 余名健
身瑜伽运动员参赛。
邵 丹摄
（人民视觉）

今年 23 岁的小程，有着 8 年健身锻炼的习
惯。“我从 15 岁起，就开始有意识地健身塑形，
大学时候经常去学校的健身房。”小程说，“但是
工作后，就不再去了。”小程告诉记者，现在不
去健身房最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下了班回到
家 经 常 已 经 晚 上 8 点 左 右 ，再 去 健 身 房 太 折 腾
了。”小程说，
“ 我现在只在家里练器械，也能起到
同样的作用。”小程表示，健身房虽好，但对于身体
素质、专业性和时间灵活性有一定要求，不如自己
在家更方便。
除了时间不便，健身房的环境和器材老旧程
度也成为人们取舍的标准。北京市民小张是一位
普通白领，她表示，之前去的健身房人很多，经
常一个器材很多人排队才能使用。“自己健身的
时候，总有人在旁边看着，觉得很尴尬。”小张
不好意思地笑笑，“而且人太多，场馆的空气流
通差，有的器材老化程度比较高，健身体验变得
越来越差。”小张认为，保证一个良好的健身环
境是判断健身房质量的重要标准，但是现在很多
健身房在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上有所欠缺，而找
新的健身房又太麻烦，渐渐地就不再去健身房健
身了。
举铁、跑步、卧推……曾经的健身房人满为
患，但更多的人似乎只是跟风，健身没有明确的
目标性。这种情况下，私教就成为了大多数人的
首选。“去健身房不跟着私教练，去了也没什么
意义。”北京市民小徐表示，一开始觉得虽然自
己健身只是为了减肥，但是如果不报私教课，容
易使用器材不当，发生意外。小徐告诉记者，她
曾经花 8500 元报了健身房的私教课，一共 30 次
上课机会，后来渐渐地就不去了。
北京某健身房私教小华告诉记者，去年以
来，明显感觉到传统健身房的热潮在退去，想要
吸引会员需要做更多的推广和销售，办了年卡的
老学员来健身房的频率也下降。不是人们不爱动
了，而是有新的项目在分流。

上“论英雄”，而对瑜伽、舞蹈、搏击、击剑、
滑水、帆船等多样化小众运动加以追捧，不同消
费人群的偏好逐渐显现。
江苏姑娘小李是一位新手妈妈，也是一位瑜
伽运动爱好者。“一年前，我刚生完宝宝，产后
身 材 恢 复 是 我 当 时 面 临 的 一 大 难 题 。” 小 李 表
示，曾经她也选择去健身房锻炼，但后来体验了
瑜伽课后，发现瑜伽对自己的身材恢复有更大的
帮助，立刻付了瑜伽大班课一年 2800 元的训练
费。谈及瑜伽的好处，小李满意地表示，自己不
仅通过瑜伽恢复了产后身材，瑜伽还能起到缓
解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的作用，晨起锻炼也
不占用下班时间，有助于自己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
而北京姑娘小韩更偏爱搏击运动。她表示，
虽然搏击是男性运动，但是女性学习搏击更具有
实用性。“一开始学习搏击也是为了减肥，后来
就喜欢上了这门运动，不仅能锻炼身体，关键时
刻更能防身。”小韩说，“我报了 3 个月的课程，
课程内容丰富，有柔术、拳击、短棍等可供选
择，多样化的运动方式也能更大地激发自身兴
趣。”小韩认为，相比健身房健身，学习一门新
的运动、掌握新技巧更有趣，在学习的过程中提
升自己、完善自己才是运动的乐趣所在。
小众运动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缺
乏、价格相对偏高的问题。
小何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每周有两个工作
日的中午，她都会跟女同事们一起去单位附近的
舞蹈俱乐部学习舞蹈。小何告诉记者，跳舞虽
好，但就是学费太贵，环境太差。据记者了解，
该舞蹈俱乐部最贵的私教一对一教学，一节课费
用在 500 元到 800 元之间，如果是主教练则一节
课 1000 元。办一张一年的 VIP 银卡，则需要交 2
万元。小何表示，学费虽贵，如果环境、服务、
售后等能够相匹配也能接受，但她跑了不少舞蹈
俱乐部，都觉得场地太小、环境太差，一节课一
个小时却要 500 元学费，实在学不起。
北京某舞蹈俱乐部负责人宋女士告诉记者，
在北京繁华地段开一家舞蹈俱乐部所用的租金、
电费、舞蹈教练的工资等是一笔惊人的开支，如果
前期没有学员学费支持，则负担不起高昂的费用；
如果基础设施、环境不好，就吸引不到更多的学
员，容易陷进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中。

不再以跑步机上“论英雄”

小众运动催生健身新业态

——多样化运动为消费者提供
更丰富选择，健身需求趋于细化

——“互联网+”、零售化、专
业化，新业态推动健身市场“洗牌”

传统健身房热潮减退的背后，是老百姓对健
康锻炼更加多元、细分、个性化。不再以跑步机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健身市场需求
量不小。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健身房市场规模

怎么不去传统健身房了？
——个性化弱，灵活性差，器
材老旧，环境不佳

已达 900 亿元，预测 2020 年将有望达到 1230 亿
元。随着“互联网+”、小众运动的兴起，健身
行业新业态也为整个健身市场提供了发展方向。
“网上健身”更便捷。依托网络的发展，以
Keep 为代表的互联网健身平台抢占先机，带动
大众生活方式转变，健身逐渐成为社交平台上的
热门话题。同时，一波健身达人也迅速蹿红，圈
粉无数，明星效应凸显。“有氧+无氧”“三分靠
练、七分靠吃”“24 小时健身房”等健身方式、
健身饮食概念、健身场所让人们应接不暇。大众
由休闲运动开始转向更专业化健身。
按次收费更贴近消费者需求。由于传统健身
房的前期投入成本过高，为迅速回笼资金，缓解
经营压力，它们大多以预售年卡的方式向消费者
提供服务。但随着运动健身人群正在产生分化，
不同细分类型用户拥有不同的运动健身诉求和消
费水平，不少新兴的健身品牌打出了“按次付费”
的口号，以 Shape 塑健身为例，用户只需要 49 元左
右就可以体验到 Shape 的课程。HOLOfit 联合创始
人柳欣指出，零售化的好处在于用户可以直接消
耗课程，健身房会形成不错的财务模型。不过，这
种模式需要依靠持续的优质课程内容体验，才能

两岸选手

对用户形成黏性。
消费者的需求还带动健身周边产业快速成
长。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 《2018
线上运动消费趋势大数据报告》，伴随着全民运
动健康热潮，年轻人运动健身意识提高，带动
整体线上运动商品消费的增长。消费者购买运动
装备更专业、多元，除了常规的运动和健身器材
外，恢复性和辅助性运动商品购买量增加。以瑜伽
为例，除了最基本的瑜伽服，瑜伽拉力带、瑜伽舒展
器、瑜伽绳、瑜伽袜等运动器材产品都有较大的热
度提升。
健身热潮逐渐向二三线城市下沉。在北上
广等一线城市，健身不是新鲜事，健身房随处
可见。数据显示，北京、上海俱乐部数量相
当 ， 在 1300-1400 家 左 右 ， 上 海 工 作 室 规 模 达
到 3556 家，北京为 3121 家，竞争压力可想而知。
由于开店成本较高，新兴健身房在一线城市完成
初步布局、验证模式之后，正快速向二三线城市
扩展。业内人士指出，健身房向二三线城市布局
的好处在于健身房开店成本相对较低，用户有更
多自由的时间，所以黏性和复购率会更高。这意
味着更加广阔的待开发空间。

龙舟竞渡

6 月 2 日，由海峡两岸代表队参加的“两岸一家亲·端午龙舟情”首届北仑青年运动会龙
舟赛在宁波北仑小港街道小浃江举行。18 支男女龙舟队，近 400 名教练员、运动员齐聚小浃
江畔，其中 4 支队伍来自台湾。图为龙舟赛现场。
蒋晓东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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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獨特優雅 古蹟名揚世界
泉深巴塞羅那攝影作品展（
泉深巴塞羅那攝影作品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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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之光 - 美籍華人梁倪甄醫師
榮獲美國肺臟協會頒贈年度肺部保健提供者和傑出母親獎
六月一日傍晚美國肺臟協會假聖地牙
哥馬奎斯萬豪酒店舉辦年度活動餐會，表
揚美籍華人梁倪甄醫師並頒贈年度肺部保
健提供者和傑出母親獎的殊榮，肯定梁倪
甄醫師多年來在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分校醫
院任職 14 年期間，妥善照料門診和住院肺
疾病人，並在醫學院擔任助理教授義務教
導後進的醫學院學生如何應對在診療病人
時臨床所發生的各種症狀外，也在社區慈
善機構幫助沒有醫療保險的病患，免費每
月提供一次義診的善行，當晚有近四佰來
賓出席盛會。
頒獎典禮進行時，首先播放了五分
多鐘介紹梁倪甄醫師自幻兒開始、5 歲移
民來美至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畢業後至
聖地牙哥加州大學醫學院分校實習後，成
為肺部專科醫師的歷程，及後來成家相夫
教子，膝下有兩位千金(9 歲和 15 個月)的
全家福，播映時並穿插播出梁倪甄醫師的
父親梁義大(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

長)和母親莊瑛珠對女兒梁倪甄醫師的期許
，影片結束後，梁倪甄醫師偕同女兒曹安
慧上台發表感言：自幻受中華文化的薰陶
，以”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信念，幫助需
要幫助的人，在社區和女兒就讀的學校擔
任義工，女兒曹安慧至今也捐了兩次長髮
給慈善機構，最後以”把握當下”和所有
與會來賓共勉。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分校醫
學院教授也是美國肺臟協會董事會兼保健
諮詢委員會主席 Timothy Morris 醫師頒此
榮譽獎給梁倪甄醫師。
梁倪甄醫師在聖地牙哥加州大學醫
學院實習後，先考取內科醫師執照，再進
修 4 年考過肺部專科醫師執照，在聖地牙
哥加州分校的醫院任職至 2018 年的 6 月，
十幾年的看診也接觸不少的兩岸華人僑胞
病患，由於有中英文雙語的背景，常常收
到來自中國大陸醫院中文的診療病歷報告
，解決許多華人語言溝通的困難，非常受
到華人僑胞病患的愛戴，去年 7 月梁倪甄

醫師轉至聖地牙哥市郊的 Encinitas 市的
Scripps Memorial Hospital， 由 首 席 主 要
業務 Scott Eisman 醫師(也是美國肺臟協會
保健諮詢委員會委員)主導的海岸肺部專科
部門(Coastal Pulmonary Associates)擔任
肺部綜合病症主任醫師，如我們兩岸華人
僑胞有肺部的疑難問題，可致電
760-230-8994， 找 Director of Pulmonary Integrative Medicine ,Dr. Ni-Cheng
Liang，梁倪甄醫師會儘速給您回覆!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總會長梁義
大對小女梁倪甄醫師能被美國肺臟協會和
社區肯定，替我炎黃子孫、中華兒女能在
異地為華人增光，感到無上的光榮!常常引
導兒女在海外更是要有“中國人幫助中國
人”的理念，請我們兩岸華人僑胞如有肺
部的任何疑難查症，可電詢小女梁倪甄醫
師諮詢!謝謝大家!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
供稿)

Timothy Morris 教授
教授((左 1）頒獎給梁倪甄醫師
頒獎給梁倪甄醫師((右 1）曹安慧
曹安慧((中)

美國肺臟協會介紹梁倪甄醫師
的簡介

現 職 Coastal PULMONARY AsAssociates 給梁倪甄醫師的賀函

前就職聖地牙哥加州大學醫院
給梁倪甄醫師的賀函

左起：
左起
：梁義大會長
梁義大會長、
、梁倪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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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打貿易戰的三張“
中國打貿易戰的三張
“王牌
王牌”
”
【綜合報導】6 月 3 日，東方衛視政論節目《這就是中國》第二十
期，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副院長范勇鵬研究員解釋了
中美貿易戰的緣由，概述他們對貿易戰進程及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
為封鎖華為，川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隨著封鎖的加劇，華為反而
頒發 5G 的商用執照。使中國的 5G 通訊步入商用時代。一個中國的民營
公司，能夠使美國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這個事實本身令人感慨
萬千。
以 5G、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來臨，中國在一
些方面已經領先了。所以，美國以莫須有的罪名指控華為設備可能留有
後門，但也拿不出任何證據。誰都知道，美國的很多產品實際上是留有
後門的，美國政府不僅監聽本國人，而且監聽自己盟國的領導人，包括
德國總理默克爾。當其他國家使用華為設備，美國還怎麼監聽這個世界
？
據《紐約時報》的報導，美國政府已經把中美對 5G 的控制權定義
為“新的軍備競賽”，認為誰控制了 5G，誰就能在經濟、軍事和情報上
領先他人。日本一個研究機構說的，美國實際上最擔心的不只是情報，
而且是軍事。萬一 5G 進入到軍事的話，美國人會非常害怕。有一些專
家說 5G 革命所產生的影響力，可能會不亞於電力給人類帶來的改變。
美國是個言論自由的國家，但是有一句話在美國基本上是不能說的，這
樣一種“頂層機密”（Top Secret）——美國可能會變成世界老二。新
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曾經在哈佛大學
做過一個演講，他的演講標題就是“美國要準備當世界老二”，並且在
哈佛大學贏得了很多掌聲。馬凱碩的道理很簡單，過去 2000 多年曆史
中，中國在 1800 多年都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能夠成為世界最大
經濟體，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插曲。中國回歸它原來世界的領先
位置才是歷史常態。馬凱碩說美國要調整心態，這樣做對美國有好處。
美國今天害怕失去的不僅是經濟總量老大的位置，更擔心的是它失
去新的工業革命中技術老大的位置。怎麼辦呢？川普的辦法是，打貿易
戰。把中國的發展勢頭打下去。美國極右勢力的代表之一，川普總統的
前顧問班農（Stephen Kevin "Steve" Bannon）甚至這樣說，“幹掉華
為比達成中美協議重要十倍”。美國政府已經發飆發狂，不惜採用一切
保護主義的手段，甚至下三濫的手段，全面扼殺競爭對手。
美國已經開始採用卑鄙的手段，甚至流氓的手段。善良的人們不能掉以
輕心。中國是君子，但是一定要知道怎麼對付小人，怎麼對付流氓，要
穩準狠地修理和收拾流氓。中國已經崛起，美國阻礙中國崛起的企圖不
可能成功，只會失敗。
面對目前的貿易戰，張維為教授用三個成語來概括他的看法。
第一句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今天中國的消費市場折算成美元已經接近 6 萬億，如果按照購買力
平價就更大。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還是世界最大的投資市場。
任何一個國家要與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和投資市場打貿易戰，是不可能
勝出的，這是基本的評估。
川普打貿易戰，想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但一年已經過去了，美國
的赤字還在增加，中國的順差也在增加，而美國增加的稅幾乎都是由美
國消費者買單。美國的大豆協會、服裝協會、鞋類協會、美國消費者技
術協會等等都在控訴，說提高關稅只會懲罰美國的農民，美國的企業合
美國的消費者。引用一句哈薩克斯坦諺語，叫做“吹滅別人的燈，會燒
掉自己的鬍子。”
美國最近對華為公司發起的一輪接一輪的圍剿，就說明了這一點。但華
為很淡定，芯片已經有了“備胎”，華為旗下的海思公司早就開始研發
，海思總裁的信在網上廣為流傳，說我們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
正” 。很令人感動。接著谷歌又宣布終止向華為更新安卓系統，一些西
方人士說，這會使華為癱瘓，但華為還是很淡定，說我們也有應對方案
。華為操作系統七年前就開始研發了，叫鴻蒙系統。兼容全部安卓應用
，還打通了手機、電腦、平板、電視、汽車、智能穿戴，形成一個統一
的操作系統。坦率地說，這應該是下一代的操作系統，據說很快就能面
世。
美國人有一點始終沒有搞懂，越是封鎖和打壓中國，中國人就越是
憋著勁要超越你。中國很多產業都有這個說法，美國封鎖什麼，就能生
產什麼，而且質量往往更好。華為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連續這麼
多年，全世界每年 30%以上的增長來自中國，要是美國的這些企業退出
中國市場，它就要準備退出全球財富 500 強榜單。這是林毅夫教授不久

前講的話。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如
果真的執行美國政府的指示，向華
為等中國公司斷供，那麼這些企業
很可能就會面臨大量的裁員甚至破
產。這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腳”。
第二句話：“將帥無能，累死
三軍”。
美國領導集團知識結構嚴重老
化，還秉持著原來產品經濟的概念
。當年日本汽車出口到美國，美國
車競爭不過。因此有了打貿易戰的
觀念。他們完全沒有全球產業鏈經
濟的概念。產業鏈意味著任何一個
產品，比如蘋果手機，它的零部件
來自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公
司，最終在中國組裝。所以增加關
稅，全球產業鏈都受損失。這是一
個經典的案例，殺敵一千，自損一
千，甚至自損一千五百。當然美國
願意玩，也只能奉陪到底。
實際上在中美貿易中，中國一
直想買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但美國
就是不賣，中國祇能買美國大豆。
經過川普做的免費廣告，
經過川普做的免費廣告
，華為名滿天下
華為名滿天下。
。
現在美國主動要打貿易戰，中國就
只能奉陪，先拿大豆開刀。中國轉
怕將越來越由不得美國了。中國人可能會變得越來越主動，掌握這個主
向俄羅斯和一些其他國家買大豆。俄羅斯非常高興，其他國家也非常高 動權，直至美國最終認識到發動這場貿易戰是非常愚蠢的，非常荒謬的
興。中俄農業合作，現在成為中俄全面戰略合作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
而對於美國的大豆農場主來說，他們可能將永遠失去中國這個世界最大
用一句英文成語來總結，叫做 Things may have to get worse be的市場。這是美國人自己的選擇。
fore they get better，翻譯成中文就是，情況在變好之前可能先變壞。
美國政府搞過一些聽證會，最後發現 95%左右的美國公司和企業都 這很大程度上符合事情發展的辯證法，只有經過摩擦，經過交鋒，才能
不願意和中國打貿易戰。因為他們進口的這些產品，要么中國是唯一的 更好地了解對方，了解對手。然後在新的基礎上形成一種新的平衡，更
供應商，要么是最大最好的供應商。加稅只能是美國懲罰自己的消費者 好地交流。
和美國公司。
在貿易戰中，中國有什麼致勝的“王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
但是美國領導人還是一意孤行，硬著頭皮要打，還要嚇唬中國人。 院長范勇鵬研究員給出三張王牌。
對華為的圍剿也是，先宣布一個緊急狀態，然後發布禁令，但突然
第一，政治自主，政治獨立。比較一下 1985 年美日貿易戰。當時
又宣布禁令延緩 90 天。華為的老總任正非很瀟灑，他笑著說，我們不需 日本 GDP 達到美國 70%，日本怎麼整死的？因為日本在政治上是沒有
要這 90 天。其實美國自己還沒有準備好，90 天之後它也準備不好，背 自主性的。美國人說你到紐約來開會，廣場飯店回去日元升值，到 1987
後暴露出決策水平低下。研究國際政治，很關注決策過程和決策水平， 年給日本商品加稅，汽車、電子產品加百分之百，比現在高得多。日本
當今美國的決策水平之低之粗暴之簡陋，令人汗顏。這麼個決策水平， 政府發的聲明是，接受。反觀中國，在中國是共產黨領導下，人民當家
這麼個指揮水平，怎麼好意思出來打仗？這叫做，“將帥無能，累死三 作主，這樣一個具有政治自主性的國家，這是貿易戰中的第一張“王牌
軍”。
”。
第三句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第二，完整的產業和技術鏈。什麼叫創新？其實用系統論的角度來
美國採取如此粗暴的手段，四面出擊，對國外產品橫徵關稅，還動 講，社會、經濟和科技其實都是一個複雜系統。這個系統一旦存在之後
用國家力量圍剿和打壓一家中國民企，把公平貿易的原則全部拋到九霄 ，所謂的創新就是產生的一種 1+1 大於 2 的湧現效應（emergence）。
雲外。很多美國的盟友也看不下去了。不久前，英國《金融時報》一位 有了這種大系統，創新是一個自然的結果。
很資深的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寫了一篇文章。他說，
80 年代，美國和蘇聯搞貿易戰，蘇聯很大程度上吃虧就是沒有一個
一般情況下作為盟國，歐洲國家應該站在美國一邊。但他說川普總統今 完整的、結構良好的產業和科技體系。現在美國雖然佔有一些尖端科技
天把美國變成一個“流氓超級大國” 。美國為一己私利要毀掉戰後形成 的前沿領域，但是整個系統已經不在美國，而是更主要在中國。那麼，
的整個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對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整個世界而言，都是 將來這是中國的一張重要的 “王牌” 。美國有的東西中國可以發展出
非常危險的。
來，美國卻會停滯下去。
美國國內也是怨聲載道，耐克、阿迪達斯等 173 家公司聯名寫信給
第三，規模。從 80 年代以來，美國和歐洲打了很多貿易戰，到後
川普總統，要求他改變打貿易戰的主意。任正非本人上次見記者也透露 來貨幣戰，2003 年伊拉克戰爭把歐元打得很慘。原因是歐洲一體化沒有
，連那些為了遵守法令不得不給華為斷供的美國公司，實際上也在力求 能夠成功推進，最後是 28 個成員國的貨幣政策統一，財政政策不統一。
說服美國政府，不希望停止給華為供貨。誰都知道，沒有中國公司的生 沒有統一的政治意志和外交安全政策，最後就被美國各個擊破，分而治
意，這些美國公司很可能會度日如年。
之。
實際上，比這些損失更大的是美國的信譽。美國做出如此下三濫的
一個典型的中國例子，1997 年金融危機。那麼龐大的國際游資集團
行為，以後誰還能信任美國？今天能運用國家權力封殺華為，明天難道 進攻香港，最後就是拿不下來，說明什麼？規模很要緊，規模是有效應
不會封殺愛立信、三星嗎？今天谷歌公司聽美國政府的指示，以後只要 的。 “規模”是今天中國的第三張王牌，中國是今天這個世界上最大規
有可能，誰都想擺脫對谷歌的依賴。今天美元及其支付手段都“武器化 模的經濟體。撼山易，撼中國經濟難。
” 了，那麼必然加速整個世界擺脫美元控制的過程。
貿易戰是美國發動的，但下一步如何發展？如何打？如何結束？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