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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踏足美國的外國人，當然保留外國人
(NonResident Alien)身份，但在美國只是暫
時居住的外國人，只要在美國停留的時間達
到183天，也有可能變成美國納稅人，也可能
在稅務上成為Resident Alien，要像美國人一
般，為全世界的收入報稅。所以投資美國房產
必須瞭解相關的稅務知識，如果你漏繳或者
不繳會給你帶來很大麻煩。

1、為什麼要申請稅號，稅號有什麼用？
稅號是每年報個人所得稅（income tax）

必須要有的一個號碼。美國當地居民是以他
們的社安號作為稅號。外國人則可以向國稅
局（IRS）申請稅號。

2、申請稅號需要什麼材料？
申請稅號需要向會計師提供護照原件

（包括護照頁，美國簽證頁（VISA）及入境日期
如有），申請人中國郵寄地址及郵編。申請人
如果不能與會計師直接見面認證護照，可以
通過視頻認證。然後將護照複印件及相關材
料email給會計師，會計師準備好表格由客戶
簽字後寄給IRS（國稅局）

3、房產在夫妻雙方名下，夫妻雙方均不
是美國居民，怎麼報稅?

因為外國人在美國報稅，夫妻必須分著
報，不能合報。所以房產在夫妻名下，有兩種
方式可以：第一種是把房租收入和相關費用
平分。因為房產共同擁有，夫妻每人都報稅第
二種是夫妻選擇一人報稅。把房租收入和相
關費用都放在一個報稅人的名下，另一方不
用報稅。

4、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是多少？
美國的個人所得稅稅

率是根據收入的多少以及
婚姻狀況來劃分等級的。
2020年具體稅率請見右表

5、銀行開戶的費用，簽
證的費用，可以減稅嗎

？
可以，只要是與你出租

房有關的費用，都可以減稅
的。房屋保險支出，經紀人
的出租傭金，管理費用支出
，房屋維修，房地產稅，貸款
利息，房產的折舊，等等與
出租房產有關的個項費用
都可以減稅。

6、坐飛機去美國買賣房產，交通費用可
以減稅嗎？

到美國買賣房產，交通費用是可以減稅
的，但要看具體的行程。如果來美10天，只有
兩天是與房產有關的，那要按比率算出買賣
房產的具體費用，用來減稅。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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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拍屋Foreclosures，短售屋Short Sales，和銀行屋RE-
Os有相似之處，但彼此又有所不同。但是，如果沒有關于如
何處理這些不良資產之一的專業知識，您可能會發現自己處
于危險境地。

一、法拍屋Foreclosures
屋主債務違約，到了銀行的寬限期，仍然不能還清拖欠

的貸款，那麼房屋會被銀行以公開拍賣（Public Auc-
tion）的方式賣給在拍賣會上出價最高的買家。而此時
，屋主已不再擁有房屋的產權。

大多數法拍屋由于屋主無力維護或惡意破壞等
原因，房屋狀況都略差。購買這些法拍屋的買家需自
掏腰包維修房屋。還有一種情況是，買家在競拍後按
照規定支付現金，還沒來得及完成產權查驗和房屋檢
查，如果原屋主此時還清貸款，則屋主可以優先購回
房屋。另外，法拍屋的產權也會有各種問題，須事先調
查清楚。

二、短售屋short sales
屋主高價貸款買進房屋，但由于各種原因使屋主

沒辦法繼續還貸，那麼會在銀行給予一定寬限期內向
銀行申請虧本出售（Short Sale），即將房屋按照房價下

跌後的市場價或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出售。
一般來說，銀行會根據屋主的具體困難和經濟情況決定

是否同意屋主虧本出售並承擔損失，雖然屋主仍擁有房屋的
產權。如果房屋出售的價格不足以屋主償還貸款，銀行需要
承擔差價的經濟損失。

通常，屋主會先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挂牌出售，等到有

買家接洽後才跟銀行提出虧本出售的申請。銀行的審批時間
大約是兩個月，但也有可能更長。如果銀行拒絕屋主以低價
出售房屋，買家有可能白白浪費時間等待結果。

三、銀行屋REO（Real Estate Owned）
當沒有人在公開拍賣中出價足以彌補所欠財產的款項

時，銀行最終將擁有該財產。銀行會把這些房屋交給房屋中
介機構銷售。人們通常認為REO房屋是購買不良房產的最
佳方法，因為賣方已經無法負擔。談判交易的只有投資者，投
資者的代理人，銀行和銀行的代理人。某些REO可以直接從
貸方購買。

一般來說，銀行雖然會保證房屋產權的完整性，並對房
屋進行必要的維修，不過仍然有很多銀行屋處于不好的狀況
，買家購買前一定要請專業驗房師來檢查房子。

因為在整個買房中的看房、驗房、上法庭、過戶等過程都
是有銀行安排，買家需要做的就是根據銀行的安排並配合。

購買銀行屋的最大法律風險是原屋主不肯搬離。遇到此
類情況，買家只能選擇法律訴諸，由法庭驅逐原屋主。但是，
驅逐過程很漫長，費心費力。此外，銀行屋還可能隱藏其他法
律問題，比如原屋主拖欠稅款、工程款等，這些費用有可能會
轉移給買家。（（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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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初學或想做投機類型的房地產投資者認為，房地產
投資的關鍵是找到一處陷入困境的房產，修復它，然後賣掉
以獲取最高利潤。對于許多人來說，把它作為一個租賃房產
最終會成為一個錯誤、一個備用計劃或最後的選擇，但是將
房產進行出租是一件壞事嗎？不管你是如何擁有一處房產的
，在考慮是否應該以租賃的方式來擁有它時，有幾件事情需
要你記住。

1、房產的地段
你所在的城市將會有一些地方被認為是更有吸引力的，

要在工人階級的預算之內，並且靠近重要的設施，如學校、雜
貨店和發達的購物中心。儘管在戰爭地區購買廉價房產的呼
聲和爭論仍在持續，但較高的利潤率可能不值得你為管理和
維護而頭疼，如果你沒有當房東的經驗，你通常會想避開這
些地方。如果你以足夠的利潤率購買了房產，或者通過恢復、
額外的面積等創造了強制權益，你可能會決定在你每月支付
抵押貸款、稅收、保險和HOA(如果有的話)之後，房子可以有
現金流。你可以查看該地區的租金水平，看看租一套自己的
房子(包括臥室和浴室)需要多長時間。如果你有可用的信貸，
或者你的合夥人有，房產看起來會有現金流，它有股權，而且
在一個好的地區內，你可能會是一個贏家。

2、房產可以產生現金流嗎？

如果你意外成為房東，你可能從未
想過現金流，但如果你的房產一直閑置
在那裏，再融資可能是唯一的選擇，首
先要看的是，你每月能以多少錢把它租
出去。如果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交易(
即每間房的現金流不到100美元)，對你
來說可能沒有意義，現在是時候著手實
施C計劃了。如果你可以收支平衡，這
可能是一個潛在的機會，但每月與房客打交道只是為了支付
賬單，可能很快就會成為一種消耗。許多投機者在市場低迷
時發現自己處于這種境地中，大多數投機者都讓房產喪失抵
押品贖回權或成為做空交易，預防是最好的方式，以更高的
利潤購買。

如果你的目標是作為租賃房產來購買，重要的是你要審
查當前的租約是什麼、租約的期限，以及它們是否反映了市
場租金。如果不是，搞清楚為什麼？以前的房主把它們留下來
只是為了讓這個地方有人住嗎？他是否拒絕做必要的更新，
並保持租戶的低租金？這兩種方法都可以使您有機會進行所
需的更新和打掃(無論從字面上還是比喻上)。只要考慮清楚
你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收回你的現金投資(通過提高租金)，以
及它是否符合你的標準就可以了。每隔一段時間，你就會發
現一筆交易，乍一看沒什麼吸引力，但仔細一看，就會發現它
是一座金礦，如果它在一個好地方，就可以產生現金流。

3、租賃購買
也許這個房產不是搖錢樹，但它是一個體面社區裏的理

想房產。隨著失去房屋贖回權流離失所的房主人數的增加，
你擴大了那些想擁有房產但還沒有貸款的人的範圍。“租賃
購買”指的是，房屋的居住者已經有了租賃合同，但同時也有
一個購買權，可以在未來某個日期以設定的價格購買房屋。
不管最終是否由承租人行使，你都可以為期權收取一筆較大
的預付款，他們也會像對待自己的房子一樣對待你的房子，
對租房者也更有利。

如果你還沒有做過或不熟悉租賃購買(或這種類型的轉
售)，不要無知地接近他們，做好你的盡職調查，讓律師檢查
你的文件，因為不正確地交易可能會遇到一堆你本可以輕鬆
避免的難題。隨著市場的變化，你可能會注意到你的房產需
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出售，所以你需要考慮b計劃。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應該把你的房產租出去嗎應該把你的房產租出去嗎？？
你應該考慮的三個問題你應該考慮的三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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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各自為政”的忠實粉絲，你不會聽到我抨擊一
個更喜歡做房東而不使用物業經理的人，但對于你們中的那
些人來說，無論出于什麼原因，你們都需要做房東，或者對此
持謹慎態度，希望這些現實能幫到你們。人們用來管理自己
出租房產的藉口有很多，我聽到的關于為什麼有人需要出租
房屋的最著名的藉口有如下幾點。

1. 我每個月可以省下10%的錢，
不用付物業費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正確的，如果你有一個完美的租
戶，他總是按時付款，很少有維護問題，不會造成房屋損害，
在房子裏呆很長一段時間，從來不會讓你到處解決問題，我
以前有過這樣的租客，他們很棒。其中一個租戶就可以讓我
在2000多英里外就能輕鬆管理(即房東)自己的房子，從來沒
有任何問題，然而，不幸的現實是，大多數租戶並沒有那麼好
，通常情況下，物業經理的職責不是處理完美的租戶，而是處
理不完美的租戶。

一旦出現不太完美的租戶或情況，就需要時間和精力來
處理它，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你需要明白，如果你是自己房產
的房東，你的時間是有價值的。如果你想詳細瞭解一下自己
當房東的真實成本(包括經濟成本和理智成本)，請查看一下
你當房東真的省錢了嗎？簡而言之，想想一個每月收取1000
美元租金的房子，10%的物業管理費每月要花你100美元。一
個月只要100美元，為了一處房產承受持續的壓力真的值得
嗎？你不可能告訴我它是(除非你真的有那個完美的房客)，如
果你懷疑我，這裏有另外一篇文章你可以看看，《在我不喜歡
當房東的時候，我更喜歡當物業經理》。我不想再討論主動收
入和被動收入以及房東是否真的那麼被動的問題，但如果你
感興趣，我也有相關的文章。

2. 我會比任何人都更愛護我的房產
那可能是真的，但好消息是，租來的房子不需要以最原

始的水平來打理，我相信你的房產就在那裏，你應該如何打
理它。如果你的房產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務，也許你應該雇
佣一個物業經理，毫無疑問，我是個完美主義者。當我在城裏
的時候，我甚至不會開車經過我租來的房子，因為如果我看
到車庫門上有磨損，我就會發瘋，而且會因為要把磨損清除
而感到壓力很大，但車庫門上的磨損真的重要嗎？

一點也不(除非它是如此嚴重，只是俗氣違反了HOA的
規定)，我對房產的標準非常高，如果我把我所有的出租房產
都維持在這個水平，那我就是在浪費時間和金錢。我不能容
忍對出租房屋的最低限度的照顧，它們必須讓租戶感到舒適
和愉快，但車庫門上的磨損不會傷害任何東西。但如果我是
負責人呢？我得把磨損的地方蓋起來，否則我會發瘋的，所以
，是的，我會比任何物業經理更好地管理租賃物業，但這是白
費力氣。

3. 我不可能知道我的房產實際上
是被照顧的

如果你每個月都能拿到全額租金，你就會有一個真正的
好主意，這是一切順利的第一個跡象，你的物業經理定期與
你溝通是另一回事。我的物業經理非常樂于提供任何相關的
更新和問題，那麼我為什麼會認為他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呢？
你可以把你的個人聯繫方式告訴你的房客，我敢肯定，如果

你的物業經理沒有處理任何事情，他們會打電話給你，我想
最糟糕的情況是，如果租客很糟糕，儘管每個月都交房租，他
們還是繼續破壞房子和從物業那裏偷東西，你的物業經理要
麼不知道，要麼不告訴你。

我想如果一個經理想對我撒謊，他們可以做到，但他們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許多經理每月或定期會對物業進行檢查
，並向你彙報他們的發現，事實是，一個物業經理可能會隱瞞
所有這些事情，或者沒有足夠的心情去瞭解這些，但他們的
動機是什麼呢？這樣的人不是很多，我認為很少有租客會把
房子毀了，但仍然每月付全房租，最壞的情況是，你的保險覆
蓋了租戶的破壞項目，而你解雇了那個物業經理。但是，這種
情況在一開始就沒有真正的誘因，這都是可能的，但是相信
我，我不能解釋為什麼，但是你會知道，你有理由不相信你的
房產保護。

4. 物業經理會提出維修要求，這樣他們
就可以向我多收費，多賺錢

我經常聽到這種說法，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這可能
是一個見不得光的房地產經理會做的最常見的事情之一，他
們會過分熱心于維護請求，因為他們可以把正在做的工作多
向你收費，這讓他們每個月的零花錢比你付的標準
費用要多。這有一些緩解措施，首先，如果您收到大
量的維護請求，你可以詢問物業經理到底發生了什
麼，並確定這些請求是否合法。第二，向經理安排的
任何勤雜工或承包商索要工作發票，並與你收取的
費用進行比較，我的物業經理根本不加收維修費，他
總是把實際工作的發票寄過來，所以我知道他沒有
加收維修費。

如果你不信任你的物業經理，打電話給負責這
項工作的公司，核實一下他們收取的費用，但說真的
，如果你對你的物業經理沒什麼不信任，覺得有必要
這麼做，那你應該再雇一個新的。這聽起來很瘋狂，
但如果你有任何理由去詢問你的物業經理，他們是
否在向你收取額外的費用，或者提出虛假的維修要
求，你應該找一個新的物業經理。我非常信任我的經
理，我甚至沒有想過他會利用虛假的費用來占我的便宜。

5. 我需要瞭解如何出租物業，這樣我就
知道物業經理應該如何管理房產
除非你自己想成為一個專業的房東或物業經理，否則我

完全不同意你這樣做。你想知道如何成為房東或你想知道如
何擁有租賃物業嗎？我認為，如果你的最終目標是擁有一個
租賃物業組合，以幫助補充收入和讓你擺脫激烈的競爭，你
就沒有理由知道如何應對維修工作。你需要學會如何管理物
業經理，而不是學會如何修理損壞的廁所。當我作為一名投
資者起步時，我腦子裏有著同樣的問題，但有一天我醒來，意
識到，修理廁所、學習如何篩選租戶，以及其他與房東一起做
的有趣的東西，將幫助我學會如何建造一個出租房地產帝國
。但能幫助我的是學習如何聘用和解雇經理，學習那些經理
應該具備哪些資格，學習如何維護他們，以便他們能維護我
的房產。我管理經理，經理管理物業，看到了嗎？你想成為一
個專業的投資者，而不是一個專業的雜工，把馬桶配件留給
維修人員。

6. 我是個控制狂，所以我需要自己

管理房產
我把這個選擇留到最後，因為這個有兩個部分的回應，

一個回應反對這個論證，另一個回應支持這個論證。與此相
反，你正在與一位飛行員交談(是的，我會開飛機，以防你不
知道)，飛行員是出了名的控制狂，我們的全部工作就是控制
飛機，那架飛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做它自己的事，我們
有各種各樣的檢查表，當檢查表出現偏差時，比如遇到緊急
情況，不要害怕，我們有另一個檢查表來處理這些偏差，我們
不僅要控制飛機，還要在任何情況下控制自己。我要告訴你
的是，我自己就是控制狂，然而，有一種方法可以讓你避免成
為一個控制狂，讓別人來管理你的出租物業。我有一種“眼不
見，心不煩”的心態，即使我不知道在我所在的地區購買租賃
物業是否有意義，我也不一定會這麼做。

還記得車庫門上的磨損問題嗎？如果我在附近有一處出
租的房產，我就會忍不住開車經過那裏，那種摩擦問題會把
我活活地吃掉，我最終會對物業或物業經理進行微觀管理，
這將是一場災難，但是在我居住的國家的另一邊擁有房產呢
？太好了，我看不到房產，我沒有微觀管理任何東西，除非我
有一個糟糕的房產經理，我所關心的是支票是否每個月都出

現在我的賬戶上。我唯一需要控制的是物業經理，但即使我
有一個好的物業經理，我也不需要控制那麼多，我看不到房
子，我不知道房客是誰，如果我想，我也不知道怎麼修水管，
太棒了，這樣我就有足夠的時間把我的控制權留給其他事情
。另一方面，如果我問你為什麼堅持要當房東，你卻告訴我你
是個控制狂，受不了別人來管你的房子，那我就不會問你了，
我可能會和你一起笑。

7. 總結
我完全欣賞人們擁有租賃房產，事實是，在一天結束的

時候(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不僅僅是房地產投資)，不管你得到
什麼支持或反對的理由，不管這些理由有多大意義或沒有多
大意義，無論怎樣，你都應該做讓你最快樂的事情。如果你自
己租房子住會讓你更開心，那就太好了，我想確保的是，如果
你堅持自己擁有房產，那只是因為你想要(無論出于什麼原
因)，而不是因為別人告訴你為什麼你必須這麼做。

如果你雇佣物業經理，你會知道物業經理會讓你如此的
方便，以至于你再也不會想到要自己當房東了，當我在尼加
拉瓜的時候，一場風暴襲擊了我的房產，我甚至不需要離開
我的度假地，就能解決任何事情。（（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mei--
fang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610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管理自己出租物業的管理自己出租物業的66點原因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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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選擇美國購房，無外乎看中其房價優惠、升值
空間大、社區環境優美等方面，但是其背後少不了日常房屋
保養去維護。

美國房子壽命為何這麼長
為什麼美國的房子可以保持這麼長的壽命呢? 其實美

國和國內建築最大的差異是建材，國內一般都是采用鋼筋水
泥，而在美國則通常選用木材，選材的差異很大程度導致了
房子壽命的不同。

經久耐用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其實美國的木材結構的住宅是現代

房屋結構中最經久耐用的結構之一。木制房不僅可以保持長
久的壽命，還可以維持其良好的狀態。在美國，目前有95%的
居民居都是選擇木質材料的房子。所以，在美國幾十年，甚至
百年的房子都是非常常見的。

早在18世紀，北美就開始使用木質結構房子。其實中國
也是非常早就使用這種技術，我們熟悉的故宮等歷史建設物
都是，使用木材建造，經歷數百年千年的洗禮，屹立不倒。

抗火性

木質房在建造的時候，通才會配合使用全封
閉的耐火石膏板裝修，這一牆體組合的抗火性是
非常強的。而且，石膏板還有一個特徵就是，可以
根據室外內的濕度進行自然調節，所以住在木質
房會覺得冬暖夏涼，十分舒適。而且當木材的含
水率低于19%時，多數的昆蟲就不能存活。而用來
建造木質房的木材平均含水率只有17%。

不畏地震
跟磚混結構相比，木質房的韌性更強，而且

木質房的箱式結構又將重力均分，加上自身重量
輕，同時有很強的彈性，對于瞬間衝擊荷載和周
期性破壞會有很強的抵抗能力，所以在地震中受
到地震力的影響會減少。

而且木質房可以在地基發生移動時，因為強
大的韌性，可以複位而不至于發生倒塌。而且日
本政府在神戶大地震後發布法律，要求所有的民
用住宅必須采用北美的木質結構房。這就可以看

出，在所有房屋建造中，木質結構房是最具有抗震性。

防電隔熱
學過物理的讀者都會十分清楚，木質房是很好的電絕緣

體，因為它具有低傳導性。在同樣厚度的條件下，木材的隔熱
性比實心磚牆的住房要高三倍，比標準的混凝土高16倍，比
鋼高400倍，比鋁高1600倍。而且木質結構的住宅在內部會
添加石膏板、玻璃棉等熱的不良導體，使木質房成為一個相
對密封的空間，這樣會減輕受到外界氣候影響。

法律保護
除了木質材料的耐用導致了美國房子的長壽命，還有一

個另外的原因導致了美國房子的長壽命，就是美國法律對私
有財產的保護。直白一點來說就是，沒有人來拆它們，只要房
子還能用，就不會有人來拆。

而且美國的憲法第五修正案明確規定：
行使國家徵用權必須滿足三個必要條件：
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進行拆遷；
對拆遷戶提供合理補償；
拆遷過程須遵循嚴格的法律程序。

所以，即使是政府征地，如果當地人
未能獲得公平的補償，就不能以公共利益
的理由征用。

房產維護注意事項
華人在美國投資，始終覺得“買房子

才踏實”。但不幸的是，不少華人來美以後
購買了房子，卻對于房屋的安全防護兩眼
一抹黑，經常一些小問題沒有得到重視而
造成後來花了不少錢更費精力，看看以下
幾條建議，如果你的家裏已經有了苗頭，
需要趕緊抓緊時間“搶修”了。

1.院子裏面的危害
暴雨帶來的狂風或者颶風會卷起碎

片，危害到房屋和汽車。這種時候就要做
到以下幾點：

修剪院子裏的樹，將那些枯樹枝剪下(尤其是靠近房子
或者公用線路的樹枝)。讓樹木栽培家來檢查院子裏的大樹。
將院子裏的碎石子換成柔軟的覆蓋物或者泥土。將你房子周
圍的護欄扎牢。在一場風暴到來之前，將院子裏面容易被風
刮跑的東西移到家裏。

2.老化的下水道系統
如果家裏的下水道系統老化了，會對家裏的所有東西帶

來威脅。這種情況只能先估計一下家裏水管的使用年限，然
後檢修了。

3.未知的漏水
漏水持續滴到有機材料上面，會出現發黴和腐爛，對房

屋的結構帶來威脅，也會讓你多掏錢，對環境還不好。你可以
用水泄漏檢測系統檢測一下房屋，這種系統能檢測濕度和溫
度，這樣即使漏水也能很快發現，不會造成毀滅性的漏水。

4.白蟻
白蟻聽起來像是電影裏面的東西，但它就在我們身邊，

它會吃掉木頭、地板或者牆紙。這種時候只能請蟲害控制公
司來檢查一下家裏了。

5.雷擊
根據避雷研究所的數據，每年美國因打雷引起的房屋起

火損失高達十億美元。給整個屋子都裝上過載保護裝置能夠
在打雷的時候避免房屋著火。

6.冰雹
保護美國房子這些事項不能省，雖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

冰雹，但是一旦有冰雹，就意味著屋頂和護牆板保不住了。先
看看你家是不是會有冰雹，有的話，加固一下屋頂吧。

7.害蟲
你家裏可能有不少害蟲。即使在閣樓這麼小的地方，馬

蜂或者蝙蝠都有可能過來築巢，損壞房子的電線或者房屋結
構。這種情況就要在供電線或者水管通過的狹小地方和通風
口裝上鐵絲網或者鋁網來防範這些害蟲。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I/房地產專日/200610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房子壽命為何這麼長美國房子壽命為何這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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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朝鲜指的是1392年李成桂建立

的，以朝鲜族为主体，统一朝鲜半岛的

封建社会君主制国家。又称朝鲜王朝，

李朝。朝鲜之名是朱元璋钦定的。朝鲜

历经27代，共519年。

李氏朝鲜讨厌清朝，视明朝为再生父母

李氏朝鲜在成立的时候就已经是明

朝的附属国，李成桂还把孝顺明朝称之

为“事大主义”。因为朝鲜太过弱小，

所以侍奉明朝，换取明朝保护是最划算

的。事实也证明如此。

万历二十年(1592年)，倭寇丰臣秀

吉率水军入侵朝鲜，朝鲜请求明军保护

，万历朝鲜之役爆发。明朝"几举海内

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

百万两，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

争的胜利。史称“万历朝鲜之役”。李

朝对于明朝的恩德，使之为“再生父母

”。

但明朝虽然赢了，却是个三输的局

面。因为明朝惨胜，但严重损耗了明朝

国力，辽东精锐尽失，而努尔哈赤一下

崛起。而朝鲜早在丙子胡乱时，朝鲜仁

祖向皇太极行三拜九叩头礼，朝鲜成为

清朝的藩属国。1644年，明朝灭亡，清

朝入关。最终，多尔衮率领八旗子弟和

投降的几十万汉军席卷天下。

但朝鲜李朝视满清为犬羊夷狄，私

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

”。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

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祀，

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

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

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

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

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由此可见，朝鲜

对于大明的忠心，对于满清的蔑视。但

诡异的是，朝鲜偷偷祭祀崇祯帝的行为

，清朝竟然一无所知。

李氏朝鲜荒唐的“反清复明”

朝鲜孝宗李淏是崇祯朝的臣子，面

对“明清鼎革”和清朝数次武力胁迫，

朝中大臣多怀念明朝大恩。当时朝鲜君

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

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

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

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

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

语也”。

李淏对大臣们说：“群臣皆欲予勿

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

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

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

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

豪杰，岂无响应者！”“以大志举大事

，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

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

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朝鲜认为“自古胡人无百年之运”

，因此李淏采取措施，扩军备战，准备

随时北伐清朝。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

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

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

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

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

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

未能实现。

为了“反清复明”，李朝将地震、

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

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

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

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

击清朝。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大局

已定。从此，李朝放弃了北伐中原的荒

唐想法。

李朝的精神胜利法：疯狂祭祀崇祯200

年

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

，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战争，也没

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

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

清政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

不堪设想。

清朝统治稳定后，李朝王室一直进

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

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

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

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

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

“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

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

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

、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

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

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由于朝鲜李

朝，痛恨清朝，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

崇祯年号，仍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

”的纪年。

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

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而在当时那个信

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朝大国之中的

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否则，李朝

可能早就被灭亡了。

李朝暗地里反对清朝的行为是非常

不正常的，甚至有点阿Q精神附体，我

打不过你，我可以用精神胜利法耗死你

。但没想到的是：1895年李朝终于不再

称臣于清朝国，却成了日本属国。1910

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暨朝鲜

王朝灭亡，而1912年2月12日，清朝灭

亡。李氏朝鲜没等来反清复明，反而灭

亡在了清朝的前面。

而现代韩国人颇有他们老祖宗性

格的真传。电影《鸣梁海战》、《国

王：永远的君主》就利用了“疯狂的

精神胜利法”，大韩帝国GDP世界第

四、稀土矿比中国还多、还敢跟日本

正面开战甚至对日本稀土禁运。这样

强大的韩国，我确信他们确实是李氏

朝鲜的后人。

李氏朝鲜的疯狂计划
养精兵10万反清复明

秦汉，唐宋，元明清，是中国历史

上比较辉煌的时代，随着时间流逝，它

们都已经灰飞烟灭，给后人留下一座座

皇陵。在这些陵寝中，运气最好的非元

朝莫属，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确切位

置，想盗墓？根本无从下手；其次是明

朝和清朝的，因为离当代比较近，地面

建筑相对完好，朱明王朝除了倒霉的万

历皇帝，其他地宫都安然无恙；清朝被

盗的多一些，东陵几乎全部沦陷，西陵

稍好，只有光绪的崇陵被发掘了；最有

名气的应该是秦始皇陵，位于骊山脚下

，拥有世界奇迹之一兵马俑，每年吸引

无数流量。最惨的是汉朝和宋朝的，地

面建筑荡然无存，地宫被历朝历代盗墓

贼光顾了几十遍，尤其是北宋皇陵，人

们看到了，都不敢相信这是皇家墓地。

赵匡胤、赵光义等人的陵寝在河南

巩义，除宋仁宗永昭陵得到重建外，其

他皇帝陵不是在田野里，就是在道路旁

。远远望去，只见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堆

，前面横七竖八摆着几十个石像生，有

的大半个身子埋在土里，就露一个头；

有的缺胳膊断腿，身上全是岁月的痕迹

。如果把封土前的石像生都给搬走，不

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个普通土堆，根本不

会往皇陵这方面想。假如赵匡胤等人复

活，看到这番景象，估计会泪流满面，

然后豁达地说："拉倒吧，朕的大宋都

亡了！"

假如时光倒流一千年，土堆就不叫

土堆了，叫"陵台"，共有三层，每层都

是正方形的；陵台下方是摆放皇帝棺椁

的地宫，叫"皇堂"，这是整座陵寝最核

心的部分。别说在陵台前种地、施农家

肥，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这片区域

。因为赵家人以帝陵为核心，划了一片

广大的区域，都是属于陵寝的，无关人

员不能涉足、耕种、樵采，否则治罪，

皇陵的附属土地叫做"兆域"，"好兆头"

的"兆"，一个很吉祥的名字。绍圣四年

，太史上奏宋哲宗，请求把宋神宗永裕

陵兆域的1300多座平民坟墓全部迁出。

哲宗皇帝就质问他：迁坟会不会骚扰百

姓？如果对百姓没有太大影响，可以将

它们迁出，但要给一定数量的补偿。永

裕陵建造前，那些坟墓就已经在那里了

。陵寝常常会占用民田，带来经济纠纷

。

陵台周围，建有神墙、角阙，起到

保护作用，连墙的名字都这么高大上，

官家真是有心了。神墙东西南北四个方

向，各开一座门，石像生整齐有序地摆

放在南神门外，个个都是艺术精品，代

表北宋时期我国的雕刻水平，因为是石

头，笨重、质地坚硬，不像木结构建筑

那么容易被破坏，千年之后它们仍然可

以守护在主人身边。石像生的南端是鹊

台和乳台，现在只剩下地基，如果想看

实物，可以去宋仁宗的永昭陵。宋朝陵

寝分为上宫、下宫两部分，前面提到的

都是上宫的，像大型的朝拜、祭奠通常

在这里举行。下宫位于上宫的西北部，

是墓主人灵魂起居的地方，比如永熙陵

的下宫，宋太宗的画像、生前穿过的衣

物被供奉在那里，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

，每天进献食物给先帝享用。至道三年

，宋真宗还特意安排五百名卫兵驻扎下

宫，昼夜巡逻，保护先帝的"圣像"、遗

物。

上、下宫周围种满了松柏，四季常

青。所以兆域也叫"柏域"，上官、下宫

也可称之为"柏城"。现在陵寝四周全是

农田，没有密密麻麻的柏林，说明一千

年来，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照看

这些柏树，官府安排了"护林员"，他们

都被免除赋税，称为"柏子户"。因为拥

有特权，许多老百姓、有钱人争着抢着

要当护林员。景祐四年七月，宋仁宗进

行整顿，下令减少柏子户的数量，永安

陵、永昌陵各留四十户，永定陵留五十

户，松柏的数量是有限的，不需要太多

人照料，否则国家的赋税不就少了嘛。

为了超度先帝亡灵，赵家人还在兆

域修建了寺庙。僧人每天诵经，给已故

皇帝祈福。巩义宋陵一共有四座庙宇，

分别是永昌禅院、永定禅院、昭孝禅院

、宁神禅院，为什么要建四座呢？因为

北宋皇陵彼此之间是有距离的，比如永

安陵、永昌陵、永熙陵挨得近，造个永

昌禅院，专门给三位先帝服务；宋真宗

的永定陵和永安等三座陵墓不在一起，

再修个永定禅院给他祈福。这些寺院勤

勤恳恳，为赵家人服务，赵家人又怎会

亏待他们，常常赏赐良田、财物，维持

寺庙运转，每年还剃度僧人若干，因为

会有老僧圆寂，青壮力量得补充进来，

继续给先皇诵经。

僧人去世以后，要被火化，骨灰安

葬于墓塔之中，部分得道高僧会有塔铭

，功能和墓志差不多，介绍墓主的生平

事迹。昭孝禅院曾有一位辩证大师，他

的塔铭被保存下来，向后人披露了昭孝

禅院建造的起因："神宗皇帝以孝治天

下，凡世之所以奉先追远之事，靡不举

焉。熙宁初，诏即永昭、永厚建浮图氏

居，以修梵福。五年功毕，敕额曰昭孝

禅院，御书其榜。"宋神宗为了给仁宗

、英宗两位先帝祈福，建造了这座禅院

，名字也是皇帝御赐御书的，说明地位

崇高。墓主辩证大师在这里当了二十年

住持，把禅院管理的井井有条，得到太

皇太后的肯定，下面的僧人，也没有怨

言。辩证大师去世于元祐六年十一月，

俗寿七十有二。

皇帝百年之后，难免寂寞，需要有

人陪伴。在宋朝帝陵附近，分布有许多

陪葬墓，总数超过了一千座。规格最高

的是皇后陵，北宋总共才九位皇帝，一

百六十七年的历史，其中有两位还被抓

到了东北，可是巩义宋陵却埋葬了二十

多位皇后。像宋太祖一个人，先后就册

立过三位皇后，即贺皇后、王皇后、宋

皇后，前两位在他登基之初便薨逝了，

寿命都很短，陪葬在公公宋宣祖赵弘殷

的永安陵附近。为什么没有和赵匡胤葬

在一块？因为北宋皇帝生前是不修陵寝

的，这和秦朝皇帝、汉朝皇帝、唐朝皇

帝有很大区别，更奇葩的是他们驾崩之

后，还必须在七个月左右的时间安葬完

毕，否则老皇帝的灵魂无法进入太庙。

假如皇后比皇帝早走一步，那就只

能葬在上一任皇帝的陵寝附近，因为现

任皇帝的陵寝在哪都不知道呢。王皇后

死在乾德元年十二月，乾德二年葬于永

安陵之北；宋皇后死在至道元年，太宗

执政期间，此时太祖已去世多年，她就

可以祔葬太祖永昌陵之北，由吏部侍郎

李至撰写哀册文。北宋皇帝的陵寝和西

汉皇帝的有点像，帝后同茔不同穴，在

一个陵园，但分开安葬。汉高祖长陵，

刘邦一个封土，吕后一个封土；汉景帝

阳陵，刘启与王娡同样异穴而葬；但她

们不像宋朝，女性家属会和公公葬在一

起，往往是和丈夫或者儿子一起，比如

薄太后与汉文帝。

要在仅仅七个多月的时间，将如此

浩大的工程落实完毕，实在是太难了，

非常考验官府的财力、物力、人力。无

论谁主持陵寝建造工作，都得压力山大

，天天睡不着觉。从实际效果看，每位

皇帝基本上都可以及时安葬，用时最快

的是赵匡胤，从驾崩到牌位安放太庙，

只用了5个多月，6个月都不到，因为

赵匡胤生前就选好了皇堂的具体位置，

替治丧官员免去一项重要工作。开宝九

年，他在永安陵祭祀完父母，让侍卫拿

来弓箭，亲自射出，弓箭落下的地方，

就是他百年之后棺椁埋葬的位置。而且

宋太祖是北宋第一任皇帝，陵寝修造方

面，很多制度还不完善，建造起来就比

较快；后代皇帝越来越奢华，越来越讲

究，修起来就比较慢了。

陵寝营建需要大量劳动力，官府常

常安排囚犯和军队参与施工，有时候工

期紧张，人手实在不够用了，还会征发

附近的百姓。在物料方面，需要数额较

大的木材、石料，说起来很轻松，实际

上却是个苦差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

材料往往要从深山老林里获得，一千年

前，条件那么差，有多危险不言而喻。

据《永泰陵采石记》披露，给宋哲宗修

建永泰陵时，共采集大小石头两万七千

六百余块，比修建宋神宗永裕陵时多了

五千二百七十二块。采石工作自二月十

日开始，到五月十一日结束，历时三个

月，使用兵丁、工匠九千七百四十四人

。期间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第一是

环境恶劣，一千七百多人患病，山上的

医疗条件又不好，有的人病死了，就扔

在附近，没有时间入殓；第二是饮水困

难，没有合适的水源，有的人活活渴死

。采石工作结束后，附近居民常常反映

，山里总传出奇怪的声音，"还我命来"

之类的，应该是冤魂不散，官府赶紧请

来和尚超度亡魂，请他们安息。在《二

陵采石记》中，作者欣慰地说："若匠

若兵或死或亡，才二十有九人"，给钦

慈皇太后的陵寝采集石料，死了二十九

个人，他们欢呼雀跃，当作功劳刻在石

头上，用了个"才"字，才死了二十九个

人，开心。为了让一个死人住的更舒服

，官府又逼死更多的活人，在赵家人眼

里，平民百姓就像蝼蚁一样，低贱的很

。

陵寝竣工了，接下来要把皇帝的棺

椁葬入皇堂，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你想呀，天子葬礼，属于国葬，每一

个步骤，都要慎之又慎，符合礼仪规范

，这时就需要礼仪方面的专家进行研究

；从开封到巩义，一百多里路，得有人

送葬吧，车辆、人员都需要调拨、管理

；半路上，经过的道路、桥梁，必须好

好整修，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这么多

皇亲国戚、工作人员、安保人员，伙食

、住宿都要妥善安排，又是个艰巨的任

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官家设置了山

陵使、礼仪使、卤簿使、桥道顿递使几

个岗位，专职负责。赵匡胤下葬的时候

，负责安保、车马的人员就有三千五百

多人；二十年后赵光义出殡，本来想安

排一万八千多人给他送葬，后来想想太

多了，陵园都站不下，干脆减半，九千

四百多人；等到宋仁宗下葬的时候，一

路负责安保的士兵，就多达四万六千多

人。那队伍浩浩荡荡，绵延十几里路，

一眼望不到头。为了把一个尸体放入皇

堂，竟兴师动众，耗费这么多民脂民膏

，这种国家怎么能好。

靖康之变发生后，金兵入侵皇陵，

大肆劫掠，盗取珍宝，连平民百姓的坟

墓也不过放过。南宋朝廷派兵把金人赶

走，可是撤退之后，金兵又会回来，采

取更加疯狂的报复。有一个叫方庭硕的

官员奉旨谒陵，发现列祖列宗的陵寝都

被盗挖了，最惨的是宋哲宗，他的尸体

被拉出来，扔在路边，惨不忍睹，方庭

硕赶紧把衣物脱下，盖在先帝身上。回

去以后，把情况报告给宋高宗，赵构为

之动容。若干年后，高宗皇帝在市场里

买到水晶，怎么看也不像民间之物，经

官方人士权威鉴定，这是永泰陵的陪葬

品。巩义皇陵里的东西，却在临安城的

市场上叫卖，赵构再次悲痛欲绝。

解密北宋皇陵：从不可一世到无人问津

幾個星期前，我參加了費城REIA集團的一個小組會議，
有一個當地著名的、非常成功的房地產投資者參加了會議，
他確實是當地房產市場的專家，他的所有系統和方法，特別
是在翻新和管理租戶方面都很有見地，他建立了一個大的房
地產投資組合。我只看到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更加明顯，
當我問這位先生他個人未來的目標是什麼，以及他的房地產
投資組合時，老實說，他好像不知道，這讓我想起了我的投資
組合，它只值一些紙面上的東西，但在它被清算之前，它實際
上是無形的資產。

我注意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所有的任務都圍繞著他，所
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生意，因為它是可以
擴展的，除非新買家想要一份瘋狂的全職工作。他真正擁有
的是許多投資性房產，我當然不是說這是件壞事，但你想要
管理它們多久，直到你80歲還是90歲？我知道通常的答案是
，總有一天物業經理會接手，但是，事實是，管理它們並不總
是那麼有趣，我現在就在做這件事，我不確定我是否會喜歡
退休後還做這件事。

我們可能需要面對的另一個事實是，我們的繼承人可能
沒有接受過管理房地產投資組合(或在某些情況下一團糟)的
培訓，還有，他們真的想繼承你的房地產投資組合嗎？更常見
的回答是他們不想要，他們只想要錢。例如，我曾經是一個承
包商，我曾經做過很多房產的維護工作，但這並不意味著我
的妻子熟悉承包商、城鎮或一般的維護計劃。雖然管理我的
筆記對我妻子來說比較容易，因為這些工作不需要那麼多的
工作，但她不會對管理我的房地產感到興奮，還有，我的一個
繼承人住在加利福尼亞，所以他怎麼能輕鬆地管理我在費城
的租賃房產呢？所以，不管你是做債券還是房地產，你要想清
楚你是在管理投資還是在經營企業。

1、投資房地產或商業生意
我在西海岸有一個朋友，他有相當大的房地產和商業投

資組合，他的生活方式很好，他的投資也不是圍著他轉，他有
一個很好的物業經理，他利用一個服務程序來管理他的筆記
，所以這給了他很大的自由來管理他的時間。但當我們在晚
餐期間討論有員工或沒有員工運營的挑戰時，我們都認識到

了優點和缺點，我們都知道管理人員的
一般缺點，但我朋友真正的缺點是，他
不能以目前的形式出售他的房產，只能
作為投資。第二個大缺點是他的投資不
能呈指數增長(僅僅是增量增長)，也不
能很好地複製自己的投資，但是，這本
身並沒有錯。

2、經營房地產或商業生意
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的業務是一個

生意(而不是一家企業)，第一次有其他
機構試圖收購我們。我很快意識到一個
商業買家在尋找什麼，他們在哪些領域
看到了價值(或沒有價值)，以及我需要
做些什麼來將我的投資生意轉變成一
個真正的企業。最初，我必須定義組織
的結構，以及所有員工的角色和職責，
接下來，我必須把所有的流程都規劃好
，並對我們所有的法律和會計實踐進行
微調。如果讓我來總結一下，就像邁克

爾•戈貝爾的《電子迷思》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你需要知道如
何經營你的企業，而不是從事it行業，否則，你只有一份工作
。一個很好的類比是將街頭批發商比作房產投資者的特許經
營商。一個真正的商業買家不是想要一份工作，而是想要一
份生意，在我過去的情況下，他們的目標是收購我們、改善業
務，然後在三年內把它賣掉。

3、如何為您的企業帶來價值
最近，我與一名會計師和一名商業規劃師一起討論了一

項核心價值觀，包括18個方面的商業價值評估(corevalues-
software.com)。這是一個多麼巧妙的過程，它揭示了您組織
的長處和短處，以及通過關注那些領域來提高公司估值的最
佳策略，從而在提高您的整體企業價值方面給您帶來最佳的
回報。這個項目是由查克•理查茲設計的，他在威廉姆斯學
院獲得了經濟學學士學位，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工程學和
商學的碩士學位。

增長--你的公司或企業是否有持續增
長超過競爭對手的歷史，以及未來收入增
長超過市場預期的歷史？

•巨大的潛在市場--市場(房地產)是
否支持業務的顯著增長？

•國內市場份額--相對于競爭對手，
貴公司占有的市場份額最高嗎？

•經常性收入--你的公司能否依靠一
部分來自合同客戶的未來收入？

•障礙壁壘--新進入貴公司市場的公
司是否面臨重大障礙？

•產品差異化--你公司的產品和服務
有什麼獨特的特點可以提供競爭優勢嗎？

•品牌--你的公司是否有一個可識別
的品牌來加強企業在市場上的存在，並支
持公司的目標？

•利潤率優勢--你的公司的毛利潤率
和淨利潤率是否高于行業標準？

這些只是任何業務的18個整體價值驅

動因素中的幾個例子，有了這個項目，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今
天的情況，並檢查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的價值差距。我們能夠
使用這些外部的眼睛，看著我們的業務，想出一個計劃，在最
短的時間內為公司帶來最大的價值，這真是太棒了，畢竟，如
果明天有人想收購你的企業，你必須做好準備。這也許可以
解釋為什麼我的一個從事並購工作的朋友告訴我，
80%-90%的收入低于5000萬美元的公司實際上從未被出售
。一切都開始有意義了，如果你在經營一家企業，它能在沒有
你的情況下運行嗎？似乎它可以，你就是更有價值的潛在買
家。我並不是說經營企業比管理投資更好，反之亦然，重要的
是要認識到它們的區別，清算你的投資和出售你的企業只是
兩個非常廣泛的潛在退出的例子。

你投資的另一個潛在的出路，特別是房地產，可能是出
售這些地產並持有它們的票據。我媽媽就是這麼做的，她現
在仍然有現金流，但她再也不用為擁有房產而煩惱了。另一
種選擇是直接出售房產，將資金投入投資工具，或者捐贈給
你最喜歡的慈善機構，例如，一些人可以出售他們的房產，並
將收益捐贈給他們最喜歡的慈善機構的慈善剩餘信托基金，
這將抵消這些房產的稅收。在這種情況下，慈善機構會將資
金投入到一種投資工具中，他/她將從中獲得回報，直到他/
她去世，但在此期間，他/她可以用這筆回報支付一份人壽保
險，以支持他/她的繼承人。

在抵押貸款服務中放置票據可以省去很多工作，您可以
在任何地方管理它們，如果你真的想退出你的生意作為投資
，這是非常簡單的。你可以很快地賣掉一張票據，因此，用票
據作為投資工具來結算房地產比用許多租賃資產來結算房
地產要容易得多。其他一些退出業務的例子可能包括直接出
售業務和把資金放在一個更被動的投資工具中。或者，你可
以賣掉公司，持有票據，另一種選擇是建立這樣的公司，關鍵
員工可以購買公司合夥人的股票，我們實際上是通過ESOT(
員工持股信托)來實現這一點的。

當然，這些只是潛在出口的一小部分，不管你是做房地
產還是做債券，不管你是管理投資還是經營企業，歸根到底
都要計劃好你的退出策略。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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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玉林｜生料粉

生料粉冠以玉林之名，是因为玉林

人所做的生料粉独领风骚，别人难以企

及。所谓生料，是指以各种新鲜的生料

（包括猪肝、粉肠、瘦猪肉、牛肉、牛

杂、鱼片等），将小锅中先放入骨头汤

，烧开后放入生料，快速调味后放入粉

，煮熟了生料后，粉也可以了，在汤碗

中放入碎葱和熟油，然后起锅倒入碗中

即可食用。

生料需要提前腌制，其中必不可少

的就是玉林的米酒，这里的米酒为奶白

色，半透明，度数不高，但却透着纯纯

的米香，味道也偏甜，用它来去除肉类

的腥味，同时也省去了用糖来提鲜。米

粉是特制的，较河粉厚，却不如河粉宽

，此粉采用鲜做，手工切制，可以经久

煮而不易软烂。生料粉讲究的就是味美

汤鲜，所以生料必须选用当天新鲜的生

料，粉吸收了生料和骨头汤煮出来的汤

水，软而不烂，Q而不绵，根根入味，

一碗好生料粉大抵如此。

广西柳州｜凉拌牛杂

说起凉拌牛杂,不少柳州吃货都两眼

放光,这是牛杂的夏日专属吃法。牛肉、

百叶、黄喉、天梯、毛肚等经典牛杂标

配，加上芝麻、花生、豆芽等配菜，再

淋上秘制酱料，香、辣、酸、甜、爽，

让人欲罢不能！牛肉鲜嫩，牛百叶脆口

，牛皮劲道软绵，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吃完再点一碟切粉，用剩下的酱汁拌粉

，那味道简直销魂。

四川乐山｜跷脚牛肉

说起乐山美食，跷脚牛肉首当其

冲。寒冬腊月，来上一碗冒着热气的

跷脚牛肉汤，鲜嫩的牛肉牛杂……再

无辣不欢的四川人也会被它征服！

关于跷脚牛肉的起源，相传在上

世纪30年代初，百姓民不聊生，贫病

交加。当时在四川乐山有位擅长中草

药，精通歧典之术的老中医，怀着济

世救人之心，在乐山苏稽镇河边悬锅

烹药，救济过往行人。此汤不仅防病

止渴，还能治一般风寒感冒、胃病、

牙痛等。其间，他看到一些大户人家

把牛杂扔到河里，觉得很可惜。于是

，他把牛杂捡回洗净后，放在有中草

药的汤锅。结果发现熬出来的汤味甚

是鲜香。因味特汤香，又有防病治病

的功效。所以，特意来饮者络绎不绝

，堂堂爆满。其间没有席位者，有的

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就直接坐在门

口的台阶上跷着二郎腿端碗即食。久

而久之食客们便形象的起了一个“跷

脚”牛肉的别称，且流传至今。

百年历史，三代演变，翘脚牛肉不

仅在传统汤味的基础上增加了药枣、枸

杞、当归等二十余味中药，而且煮食的

材料已从内脏扩展到了牛肉、牛舌、牛

脑等牛的全身。它防病治病的药膳功能

，“以脏补脏”的中医原理，大大提升

了这道地方名食的品味和档次。如今，

跷脚牛肉汤锅跻身“乐山十大美食百道

美味”排行榜，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其

汤色碧青、香味绵长、牛杂脆嫩、吃法

多样的特色，再配上精心配置的辣椒蘸

碟，厚重独特的味道，让前来品尝的各

地食客们都纷纷称道，赞不绝口。

四川广汉｜向阳牛杂火锅

在四川省广汉市,最著名的不止三星

堆,还有这个地方。向阳牛市作为西南地

区的知名牛市，每天都有大量牛肉从这

里流向全省，而价值不高的牛杂留在了

当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牛杂火

锅”应运而生，成为了广汉美食的一张

名片。

整个向阳镇的火锅风味大致相同

，但是每一家火锅店的锅底都有自己

的独门秘方。一些生意红火的火锅店

，通常会在后厨就地摆起一口大锅，

倒上几十斤鲜榨的菜籽油，再将秘制

豆豉倒进锅中翻炒，顿时满屋生香，

依次加入数种辣椒混合剁碎的辣椒酱

，大量花椒和香料提味，整个过程持

续近五个小时，百余斤的独家秘制火

锅底料便修炼出关，然而却只能支持

两三天的用量，便需再次熬制了。

在食材方面，新鲜度就不必说了

。鲜毛肚是牛杂火锅的主角，没经过

任何药物处理，直接从宰场运来洗净

即用，下锅一烫，即刻捞起，吃起来

鲜嫩爽脆。腰片也是一绝，师傅处理

起来手速飞快，去除腺体、片成薄片

，似乎只需片刻，即已功成。夹起一

片，简直薄如蝉翼，入锅一涮即熟，

难得的是毫无膻味，口感爽滑无比。

常来吃饭的食客戏谑地说：“从牛的

肚子里到人的肚子里，绝不超过二十

四小时，能不鲜吗？”

四川成都｜夫妻肺片

夫妻肺片在川菜中的地位和好吃的

程度实在是不用多费口舌去再次强调，

其受欢迎的地步，这么多年来食客们早

已用嘴巴投过票了。这道菜通常是以牛

头皮、牛心、牛舌、牛肚、牛肉为主料

，进行卤制，而后切片。再配以辣椒油

、花椒面等辅料制成红油浇在上面，成

品质嫩味鲜，麻辣浓香。

重庆｜毛血旺

毛血旺是江湖菜鼻祖之一，是源于

重庆磁器口，一个保留了重庆古老码头

文化的小镇，,风格粗矿、用料实在,麻辣

诱惑着众多食客。民间有言曰：到磁器

口不吃毛血旺，等于没到磁器口。现在

，毛血旺的名气已引领渝菜大军，席卷

了大江南北。毛血旺以血旺和毛肚杂碎

为主料，其汤汁红亮、麻辣鲜香、味浓

味厚的特点不断发扬光大，值得一尝为

快的巴蜀名菜，也是一道人人称赞的江

湖菜。

贵州黔南｜酸汤牛杂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擅长制酸

，亦喜食酸食。有句民谣：“三天不吃

酸，走路打蹿蹿”。到了贵州地界，黔

南的酸汤牛杂火锅，不吃必算一大遗憾

。首先食材很地道，山地里放养长大的

牛，一切和大自然和谐共生，真不是任

何人都有机会吃到的。

其次酸汤很特别。贵州的酸汤入口

酸味鲜美，辣劲十足，令人胃口大开。

酸汤是用烧开的米泔水酿制而成的，上

好的酸汤应为白色。清酸汤味酸而清香

，但醇厚味略差些，另加上用西红柿泡

制的红酸汤，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如再

加些黄豆芽、小竹笋和野葱作辅料，风

味就更加独特。

鱼腥牛膻，入了这酸汤就变神了，

于是有了凯里酸汤鱼黔南酸汤牛杂。火

锅端上来，红亮亮的酸汤弥漫着浓郁的

香，咽喉立即被逗引出一汪馋涎，不必

拘泥太多，将桌上的各式牛杂直接。多

彩贵州，真山真水真性情，饮食上或许

没有精致讲究，但却是真滋真味真天然

。大块大块的牛肉毛肚一起在酸汤里翻

上几转，一入口，那滋味，够酸爽！

湖南益阳｜兰溪牛杂烩

兰溪是益阳的米粮仓，水乡的小牛

市。每年秋收之后，农民将一头头退役

耕牛，赶到镇上屠宰交易。牛的内脏，

大都留下来加工自食。长年的加工实践

，使兰溪人练就了一手烹调加工牛内脏

的好手艺。牛的肠肚心肺，牛鞭蹄筋，

不同部位的原料，采用不同的烹调方法

，炒、煮、炖、炯，牛杂大烩，做出来

浓香扑鼻，鲜美可口。所以，兰溪牛杂

烩，早在明清时代，就名扬水乡，誉饮

洞庭。

兰溪小镇地方不大，而牛杂餐馆却

有20多家，主要的吃法是“肠肚心肺一

锅煮，牛鞭蹄筋一锅烩’，因此称之为

“兰溪牛杂烩”。开餐时，客人四边坐

，矮桌放中间，桌子中间挖个孔，孔下

放个火煤炉，孔上架上火锅，把牛杂烩

倒入火锅，让炉火煮得翻滚，旁边放几

盆如猪血、薯粉、黄菜。青菜一类的下

火锅的莱，待火锅中的牛杂吃得差不多

时，牛杂烩汤汁鲜了，再将盆中莱依次

下入火锅，边吃边谈，在谈笑声中品牛

杂，确实叫人感到风味别具，韵味无穷

。

江西抚州｜临川牛杂

在江西抚州，最有名的小吃就要属

这道临川牛杂，不仅好吃，更有着深厚

的人文底蕴。相传北宋时期，宰相晏殊

（临川文巷人）最喜欢的家乡菜就是临

川牛杂，他还曾用这道菜宴请皇帝，结

果皇帝吃过后也赞不绝口，以临川地名

为之命名，曰：临川牛杂。

在临川上顿渡这个千年小镇里，牛

杂原本不过是一锅乱炖，但发展至今，

已经成为一个系列。现在临川牛杂菜系

品种繁多，牛肚、牛肠、牛肝、牛鞭、

牛筋、牛骨、牛脚等均可入菜，以其鲜

、脆、辣、爽嫩而不油腻倍受顾客青睐

。

湖北襄阳｜牛杂面

襄阳牛杂面是襄阳人最喜欢的早餐

，许多襄阳人都说，幸福的一天，往往

是从一碗牛杂面，一碗黄酒开始的。牛

杂是指牛的内脏，在襄阳本地主要指牛

肠和牛肺（不包括牛肚）。牛杂面发源

于70年代末期，聚居于襄阳市樊城区友

谊街附近的回民多贩卖牛肉，唯牛油会

大量剩余。部分贩卖者将本地人早餐喜

食的碱面与香辣醇厚的风味结合，在精

心制作面条汤底卤水的基础上，加入预

先熬制的香辣牛油，便形成了牛杂面的

雏形——牛油面。随着时间推移，炖煮

入味的牛杂成为了这道小吃的主配料，

牛杂面便正式成型。

牛杂面最讲究的，一是味香，二是

味厚，三是有回味。吃的时候先来口面

，拌着辣椒油的面刚一入口，辣味顺着

舌尖嗖的一下就直到心底。这时候不能

停，要继续吃下去，等那股辣劲过去后

，香味就开始回味起来。再来口牛杂，

被秘制调料浸泡过的牛杂，酥软适中又

不失劲道，吃完后齿颊留香。接着吃，

汗水不知不觉开始流淌，周围食客们头

上各个开始冒起热气，口中不停的发出

“咝咝”的声音。就这样，襄阳人吃着

鲜辣的面条，嚼着劲道的牛杂，品着香

醇的黄酒，一天的生活幸福开始了。

甘肃临夏｜牛杂割

来到甘肃临夏，如果你没有吃到

当地的牛杂割，等于就没有到临夏来

过。所谓杂割，是指一般用牛羊下水

烹制而成的一种以香辣为主的传统小

吃，《都门杂咏》有诗云：“日午烧

来焦且烂，喜无膳味腻喉咙。”杂指

的即是杂碎，比如牛杂割，原料一般

为牛头、牛蹄、肚、心、肝 等，头

天燎烧洗净，晚上上大锅小火慢炖，

清早开卖。割是一种动作，据传这种

煮熟的杂碎一般是切着冲汤，其中又

以血管、肚、肠等形状似丝的东西据

多，食用的时候多需要割断，所以称

杂割。

临夏杂割保持了传统工艺，对牛

五脏六腑剔去肝、肺、脾，在流水中

反复冲洗，以白净、无异味为度；头

、蹄用大火燎烤，去除牛毛，绝不用

化学药剂处理。牛杂割的劲道全在煮

的火功上，用文火慢慢炖上一夜，杂

割绵而烂，味道鲜美醇厚。

煮熟的牛杂割捞出后，摆放在木盖

上，以4成原汤，1成清水的比例兑成肉

汤，加入黑胡椒粉、花椒粉、草果粉等

佐料，调鲜为度。有客光顾，杂割师傅

便手握尖刀，飞快麻利地割下堆积在案

板上的各种牛下水，如焦黄如海参一样

的腮肉、洁白如玉的肚梁、酷似熊掌的

牛蹄筋及心肝肺等等，麻利地装到大碗

中，用铜勺从大锅里舀上肉汤，浇到碗

里，辅以佐料及绿生生的蒜苗，在雪花

飞舞的冬天，一口尖汆的鲜汤下肚，寒

气顿消，一股暖流自丹田升起，通体舒

泰。

食客吃杂割时，先喝汤，汤可以不

停地加，是免费的。主食一般是杂割铺

独有的大麻花，这种麻花不能直接吃，

而是要泡在汤里，让它浸饱肉汤的香味

，吃在嘴里非常筋道。牛杂入口即化，

又有一点点韧性嚼头，而汤的味道则是

麻辣鲜香，回味无穷。

中国顶级牛杂吃法大赏！下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佛羅裏達的
研究人員說，他們相信他們研究已經表明，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發生了突變，使其更容易
感染人體細胞。

他們說，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明這種變
化是否改變了大流行的過程，但至少有一位
未參與該研究的研究人員說它可能已經改變
了，這種變化可以解釋為什麼該病毒在美國
和拉丁美洲造成瞭如此多的感染。

佛羅裏達斯克裏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in Florida）的研究人員
說，這種突變會影響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
該刺突蛋白是病毒進入細胞內部的一種結構
。如果發現得到進一步證實，那將是首次有
人證明新冠病毒刺突中的突變對大流行具有
重要意義。

幫助進行這項研究的斯克裏普斯研究病
毒學家崔惠雲（Hyeryun Choe音譯）在一
份聲明中說：“具有這種突變的病毒比我們
所使用的沒有突變的病毒在細胞培養中更具
感染力。”
病毒學家崔惠雲

就在本週，世界衛生組織（WHO）表
示，到目前為止，在新冠病毒中發現的突變
不會影響正在開發的疫苗的功效。上週，世
衛組織表示，突變並沒有使其更容易傳播，
也沒有使該病毒更可能引起嚴重疾病。
（相信病毒專家還是相信WHO？）

崔和他的同事在實驗室進行了一系列實
驗，結果顯示，稱為D614G的突變使病毒
具有更多的尖峰，並使這些尖峰更加穩定，
並使其更容易進入細胞。研究人員將他們的
發現發佈在名為BioRxiv的預印服務器上，
這意味著該工作尚未得到該領域其他專家的審查。

但是崔及其同事確實將論文發送給了病毒學家、生物技術企
業家、Access Health International主席威廉·哈塞爾廷 （Wil-
liam Haseltine）。哈塞爾廷相信這一發現可以解釋冠狀病毒在
整個美洲容易傳播。

“這很重要，因為它表明病毒可以突變，確實改變了它的優
勢，也可能改變了我們的劣勢，” 他補充說：“到目前為止，
病毒在適應人類方面做得很好。”

科學家們一直在自由共享該病毒的基因序列，該序列與所有
病毒一樣都在不斷變異。哈塞爾廷說：“在一月中旬的某個時候

，發生了突變，使該病毒更具感染力。這並不意味著它更具致死
性。” “它使傳染性提高了約十倍。”

4月，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的貝特·科伯（Bette Korber
）及其同事也在BioRxiv上發表了他們的擔憂，稱D614G突變是
“迫切關注的”，因為它已成為迄今為止在歐洲和美國傳播的最
常見的菌株。

他們寫道：“它於2月初開始在歐洲傳播，當被引入新地區
時，它迅速成為主要形式。”

但是，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證明，需要證明這種突變不是偶發

事件，證明D614G突變的病毒是最常見的形式。
哈塞爾廷說，斯克裏普斯團隊在三個單獨的實驗中證明了這

一點。
他說：“他們以三種非常優雅的方式來衡量這一點，而不僅

僅是一種。”
這種突變使病毒不僅更容易附著在細胞上，而且更容易進入

細胞。
當病毒感染時，它們劫持了受害者的細胞，將它們變成病毒

工廠，逐個複制出病毒，但病毒首先必須找到進入細胞的方法。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原作者

研究表明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基因突變新冠病毒基因突變
更易感染人體細胞更易感染人體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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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鞋匠的女儿进鞋厂

唐昌布鞋是千层底布鞋的一个分支流派，起源于川西毛边布
鞋，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据史料记载，明代禁止庶民穿靴，于是，
千层底布鞋成了万千百姓的必需品，开始在民间盛行。成都郫县

（现为郫都区）生产千层底布鞋历史十分悠久。不同于一般的包边
布鞋，川西地区流行毛边槽眼布鞋，其鞋底、鞋帮的制作工艺比较独
特。这种毛边布鞋的鞋底经过砂边处理，更加经久耐穿。

赖淑芳是土生土长的郫县人。她的父亲赖学成，1938年开始拜
师学习布鞋制作, 那时只有 12岁。1952年赖学成进入灌县制鞋厂
工作，1962年进入唐昌镇的郫县制鞋厂担任布鞋技师。近半个世纪
的飞针走线、剪切缝合，赖学成练得一手制作千层底布鞋的好手艺，
也对制鞋产生了深厚感情。1980年，大女儿赖淑芳高中毕业，适逢
改革开放大潮奔涌，凭她的聪慧，本可以南下找工作，见世面，挣大
钱。可赖学成对女儿说：“鞋匠的女儿，就去鞋厂吧。做布鞋也需要
文化，高中毕业生，不会大材小用的。”

就这样，赖淑芳一步跨进制鞋厂。从投身集体企业，到自己办
厂开店，一干就是40年。

传统工艺不能丢

赖淑芳刚进厂被分在皮鞋组，厂领导见她做布鞋有两手——那
是她从小跟父亲学的，又把她安排到布鞋组。

做布鞋有 30 多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轻松，尤其是楦鞋，很费体
力，没过多久就敲打得满手血泡，疼痛难忍。赖淑芳咬牙坚持，把血
泡磨成老茧。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查资料，遇到难处，就找父亲请教。3年学
徒工满，赖淑芳已是郫县制鞋厂出色的技术人员，厂里赛技术、打擂
台，准有她出场。

赖淑芳对制鞋的热情，感染了两个妹妹，她们分别在 1987 年、
1988 年进入郫县制鞋厂。从此，姊妹三人就和做布鞋结下不解之
缘。

市场经济，潮涨潮落，令三姊妹想不到的是，她们倾注了满腔心
血的郫县制鞋厂，于1998年改制解体，制鞋人员分流、下岗。

那时赖淑芳刚 40岁，两个妹妹 30多岁。“改行吧，这个年龄，这
个年代，饿不着。”有朋友这样劝她。可赖淑芳不服输。做鞋，早已
融入她的生命。她说：“晚上只要闭上眼，千层底布鞋的制作流程，
就在脑子里过电影。”

赖淑芳和父亲有过一次深谈。父女俩都认为千层底布鞋蕴藏
着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发展潜力，关键看怎么挖掘。父亲眼里闪着
泪花说：“孩子，老祖宗留下来的宝，哪能就这么断了呢？”

这一夜，赖淑芳无眠，窗外满天星斗，牵动着她的思绪。她想，
过去郫县制鞋厂的生产流程，实际上已经是半机械化，全手工制作
千层底布鞋在当地很少见了，传统工艺几近失传。如果我们从选材
到工艺，都沿用传统的做法，能不能蹚出一条路来？

第二天，赖淑芳找两个妹妹商谈。三人一合计，决定合伙开办
一个制作手工布鞋的小厂。一家人居住的院子腾出两间房，作为生
产空间。在迎新春的鞭炮声中，唐昌布鞋厂诞生了。

从家门口摆摊、集市上售卖再到镇上开店，唐昌布鞋业务稳步
发展。最初买鞋的主要是本地的老年人，由于唐昌布鞋舒适透气，

逐渐赢得更多年轻人青睐，甚至还吸引了外地客人慕名而来。在当
地政府支持下，赖淑芳注册了“唐昌”商标。在她看来，唐昌不只是
地名，还寓意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每一道工序都不马虎

走进古色古香的唐昌布鞋坊，两边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布
鞋。“唐昌布鞋种类繁多，有槽眼鞋、松紧鞋、靸鞋、绣花鞋、绊绊鞋、
懒式鞋、搭搭鞋、操鞋、窝窝鞋等20多种。”赖淑芳介绍道。从店面往
里走就是布鞋制作区。“手工制作布鞋有30多道大工序、100多道小
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做布鞋的第一道工序是打布壳。“打布壳的选料非常严格。我
们一律使用纱织很细的纯棉白布。”赖淑芳说着，和一名师傅抬出一
叠白布卷，放进一个白花花的水池中。“坯布要浸泡10个小时，再拿
出来甩干。时间必须泡够，否则做出来的布鞋会变形。”

接下来，开始做黏合剂——传统的面粉浆糊。赖淑芳抓起一把
雪白的面粉，倒进热气腾腾的水中，一边搅拌一边说：“这是特级面
粉，没有任何添加剂。搅拌时水温必须保持在85摄氏度，如果高于
这个温度，面粉太熟了，黏合性就不强；低于这个温度，浆糊生了就
要发酸。”新工人进厂，这些关键环节，赖淑芳都要手把手地教。平
时生产中，大多是她本人亲自操作。

刷浆糊，粘鞋底，看似简单，却很有讲究。赖淑芳拿起小刷子粘
上浆糊，在一层层布面上来回均匀涂抹，让浆糊渗透到布层里面，不
留痕迹。“布面上不能留浆糊，才能平整黏合，否则鞋底就打不平。”
打布壳要用力把布打紧打密，如果打不紧就会起泡，鞋子会变形。
布壳打好后，在充足的阳光下晒干，再裁剪成所需的形状，用以制作
鞋帮和鞋底。

赖淑芳说，制作鞋底是唐昌布鞋所有工序中最重要的环节。鞋
底由堂底（即鞋垫）、盖板、布壳等组成。堂底为优质白棉布包裹一
层棉花，有吸潮减震的作用。盖板和多层布壳纳成鞋底，切边后进
行捶打，让布壳内部浆糊完全分离开来，降低鞋底硬度。经过绱鞋、
楦鞋、烘干、定型等工序，再对鞋底进行砂边、剪边，一双毛边千层底
布鞋就做好了。这样的布鞋穿着舒适，具有保暖、透气、耐磨等优
点。

很多人喜欢手工布鞋

“没有政府和社会上热心人士的支持，就没有唐昌布鞋的今
天。”回顾创业20余年的经历，赖淑芳深有感触。

让她最难忘的是一个摄影师，他叫周杰。2013 年 7 月，周杰走
进唐昌布鞋厂参观，赖淑芳三姊妹对传统布鞋制作工艺的坚守深深
打动了他。他用镜头记录布鞋生产过程和制鞋人的匠心，一拍就是
好几年。他对赖淑芳说：“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把唐昌布鞋厂做
大，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周杰的话让赖淑芳既受感动，又受鼓舞。2015年，唐昌镇政府
成立非遗工作领导小组，打算为唐昌布鞋申遗。赖淑芳非常高兴，
可是面对申遗所需的材料清单，她又犯愁了。申报需要提供在不同
季节制作布鞋的工艺流程照片，她手里一张也没有。情急之下，赖
淑芳想到了周杰。一个电话打过去，周杰答应全力支持。他很快赶
到唐昌镇，从填表到准备照片，样样都当作自己的事来办。

经过多方努力，2015年，唐昌布鞋成功申报县级非遗，2016年又

被评为成都市级非遗。2017年，由郫都区和唐昌镇政府联手打造的
唐昌布鞋非遗文化展示馆建成。馆内介绍了唐昌布鞋的历史沿革、
制作工艺、文化内涵，展示了赖淑芳制作的多双布鞋样品。

天府古镇联盟特色产品博览、成都国际旅游生活周、四川农博
会……从2016年以来，唐昌布鞋在政府组织的一场场文旅活动上亮
相，不断扩大影响。2018年，唐昌布鞋入驻战旗村特色商业街“乡村
十八坊”。在宽敞的工坊里，顾客不仅可以选购布鞋，还能观看和体
验传统布鞋制作工艺。

后继无人是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的困境。赖淑芳也曾担心：自己
年纪大了，唐昌布鞋谁来传承？她想动员儿子艾鹏回来接班，可儿
子在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愿意吗？她试探着问，没想到儿子
爽快地答应了。“厂里不缺技术工，而唐昌布鞋正缺传承人，我是穿
唐昌布鞋长大的，我不接班谁接班？如今政府对非遗项目这么重
视，唐昌布鞋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好。”2015年，艾鹏辞职回来继承
赖淑芳的手艺。他一边学习布鞋制作技艺，一边想办法增加高端布
鞋产量，拓宽销售渠道，实体店和网店一起上，将布鞋销售到全国各
地。

为了使唐昌布鞋更好地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赖淑芳和艾鹏
进行了不少创新的尝试。比如在布鞋制作中加入粘跟处理，减少后
跟的磨损；与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冯桂英合作，推出精美的手工蜀
绣布鞋；与郫都区非遗项目“古城棕编”结合，开发出舒适轻便的手
工棕编布鞋。2019年，唐昌布鞋产量超过一万双，利润达到30多万
元。

“不少顾客认准唐昌布鞋，大老远赶来买，有的几十年就爱穿手
工布鞋。”赖淑芳笑着说，每当想起这些，她就觉得越干越有劲。近
两年，有10多个年轻人进厂学做布鞋。当地多次组织唐昌布鞋传承
制作培训班，请赖淑芳讲课，一些残疾人接受培训后也加入布鞋
厂。如今，唐昌布鞋传统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成为郫都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今年3月，唐昌布鞋厂响应政府号召如期复工。虽然疫情让销
售受到一些影响，但赖淑芳心里不慌，“人总得要穿鞋，况且，有那么

多人喜欢手工布鞋！”她对唐昌布鞋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会精益
求精，不断创新，引入更多新的布鞋样式，争取让更多人爱上唐昌布
鞋。”

唐昌布鞋：80年坚守与传承
刘裕国

“复工两个多月了，做了
2000多双布鞋，最近 3天卖出
去20多双……”

精神矍铄，话语爽朗，笑
声不断，62岁的赖淑芳，典型
的川西坝子妇女性格。接受采
访时，她手里不停地针起针
落，纳着厚实、酥软的白布鞋
底。

赖淑芳创办的唐昌布鞋
厂，位于四川成都郫都区唐昌
镇战旗村。2018年 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考察
时，与赖淑芳亲切交谈，还买
了一双她制作的布鞋。

唐昌布鞋看起来朴素、平
常，然而它背后，却是赖淑芳
一家几代人对传统工艺的热爱
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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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淑芳与帮助她申遗的摄影师周杰 张翠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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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報紙 黃頁 網站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本報訊】人口
普查如何使您的社區
受益

社區並不只是地
理位置來定義的，例
如您的居住地。您的
社區中可能包含具有
相同興趣或愛好的人
，或者希望共同採取
行動以帶來積極變化
和更強大的代表性的
人。準確的人口普查
統計可以使地方，州
和聯邦政府支持您的
社區。以下是一些可
能取決於人口普查數
據的方面：
·為免費或減價的午餐
計劃提供資金，並進
行教師培訓，確保孩
子們能夠在學校獲取成功；
·為大學生及其父母提供聯邦和州的學費補助金撥
款；
·為低收入個人和家庭提供食品，醫療和住房援助
；以及
·65歲以上低收入者的住房補助金。

不要忘記—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還為時不晚
！在2020年10月31日之前，您仍然可以通過在線

，郵件或電話進行回复。填寫調查問卷僅需幾分
鐘，而且非常安全。去年，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
在2020年人口普查中排除公民身份問題的決定。
人口普查統計了居住在美國的所有人，無論是否
美國公民。這意味著您不需要是公民也可以被算
上。您可以立即通過填寫人口普查來幫助您的社
區發展並在未來10年中獲得資金。有關更多信息
，請訪問 https://2020census.gov/zh-hans.html。

關於恢復2020年人口普查外勤行動的常見問
題（FAQ）

您仍然可以對人口普查作出回复，但是人口
普查辦公室正在全國各地開放！人口普查局在與
衛生官員協商並根據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準則制
定標準之後，將在某些地區採用分階段的方法恢
復外勤行動。外勤行動包括因COVID-19而被推遲
的現場統計，例如偏遠的阿拉斯加，緬因州和一

些印第安人部落地區的上門統
計；對無家可歸的人的統計;
和移動問卷調查幫助。

現場工作人員會得到有關
社交距離規程和口罩及手套等
防護裝備的培訓。每週五在人
口普查局網站上更新選定的恢
復運作區域的清單。他們將持
續關注情況，並確定何時可以
安全恢復其他區域的運行。有
關 更 多 信 息 ， 請 訪 問 ：
2020census.gov。
YouTube 上各種亞洲語言的
2020年人口普查廣告

即刻完成2020年人口普
查，幫助前線工作人員（例如
醫療專業人員）確定保護我們
的社區所需的資源。觀看視頻
，網址為：https://youtu.be/
rgEZIkDRYYg

立即回复 2020年人口普
查，幫助我們的社區重回正軌。觀看視頻，網址
為：https://youtu.be/WPOLv5ehrhs

在這一刻，我們為了大家的健康而中斷日常
生活，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共同完成：填好人
口普查。只需幾分鐘，您的幫助將在未來10年為
我們的社區提供支持。觀看視頻，網址為：https:
//youtu.be/HLjplgbytK8

我們能不能擺脫我們能不能擺脫 「「洗手洗手、、沖淨沖淨、、重複重複」」 的抗議惡性循環的抗議惡性循環？？「「除了年份除了年份，，什麼都沒有改變什麼都沒有改變」」
(Ethnic Media Services 特約

編 輯 SUNITA SOHRABJI 報 導)
【舊金山訊】在美國將集體時代
精神轉向警察對非裔的暴行上後
，佔據2020年各大新聞媒體主
要位置的新型冠狀肺炎（COV-
ID 19）報導本週拱手讓位。

明尼蘇達州居民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遭前警察沙文
（Derek Chauvin）壓頸近九分
鐘，即便他哀求 「我無法呼吸」
，也挽救不了自己的性命，這場
悲劇造成全美各地發生動亂。沙
文目前被控二級謀殺和過失殺人
，其他三名警員邵都（Tou Thao
）、昆恩（Alexander Kueng）
和萊恩（Thomas Lane）也被指
控為佛洛伊德之死的幫兇遭到收
押。

南加大法學院教授亞默
（Jody Armour）在少數族裔媒
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
vices）6月5日舉辦的會議上說

： 「黑人的命不重要，這是底線
，黑人的命從美國開國以來從來
沒有重要過。」

亞默表示，解決美國非裔公
民權的問題始終處於 「洗手、沖
淨、重複」 的惡性循環中。

亞默的第一本著作《黑人恐
懼症與合理的種族主義：身為美
國黑人的隱藏代價》（Negro-
phobia & Reasonable Racism:
The Hidden Costs of Being
Black in America）1997年由紐
約大學出版社出版。他說： 「事
實上，這本書談的每一個問題到
今天我們還在談。」

亞默說： 「什麼都沒有改變
，除了年份。」 他補充，每一次
發生警察暴力，都會看到召開委
員會、舉行聽證會、人們宣洩挫
折感，以及當局採取乾預措施，
例如要求警察使用隨身攝影機和
低調進行反偏見培訓。

亞默說： 「我們看到明尼蘇

達州明尼亞波利斯市警方採取了
所有乾預措施，他們是美國最早
開始採取這些措施的城市之一，
但是並沒有解決問題。我認為，
我們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沒有
技術性的解決方式。」

亞默和其他三位與會嘉賓呼
籲各城市刪減他們的警務預算，
將這些錢用在社會服務上，減少
非裔與警察發生衝突的頻率，解
決結構性的種族與族裔不平等現
象。他建議各城市將警力集中在
對付嚴重程度較高的犯罪上，而
不是像紐約市200名警員每天主
要在抓地鐵逃票者。

舊金山加大內科醫師阮清東
（Tung Nguyen）將種族主義形
容為一種醫療上的決定因素，同
時也是一種疾病。阮清東說：
「警察暴力是疾病帶原者。」

阮清東補充： 「長期暴露在
種族主義中，會使人體為了釋放
壓力、荷爾蒙和神經傳導物質產

生不良變化。我們還知
道，嚴重的種族主義中
可能致死，如同佛洛伊
德、泰勒（Breona Tay-
lor） 和 亞 伯 里 （Ah-
maud Arbery）的例子。
」

身為醫療差異專家，阮清東
指出，每2000名非裔就有一人
死於新冠肺炎，他們的死亡率是
白人的二到三倍。

阮清東說： 「疫情使我們各
項難以運作的醫療、經濟、法律
和政治等系統被拉扯到極限，甚
至被破壞，我們不能再假裝它們
很好，除了我們當中享有特權的
人之外，這些系統從來都稱不上
好。」

阮清東指出，政府缺乏少數
族裔社區數據的問題必須予以糾
正，但他補充： 「我不是一個只
會要求更多數據的典型學術研究
者。在我任職的大學裡，從清潔
工到終身教授，幾乎每個人都有
與警察對立的故事，對我來說，
這就是數據。」

阮清東做結論時重申： 「每
1000名非裔當中，會有一名遭
到警察槍擊，我們不需要更多這

種數據。」
美國墨裔法律辯護與教育基

金會（Mexic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 Fund）
會長塞恩斯（Thomas A. Saenz
）希望，佛洛伊德之死在全美掀
起的民憤能產生一些實際的干預
措施。

塞恩斯說： 「諷刺的是，我
們今天是在或許是史上種族主義
和排他性最嚴重的總統任內經歷
這些危機。」

塞恩斯警告，如果我們不能
將歧視性差異直接歸因於蓄意和
公開的種族歧視，那麼，這些差
異就會在接受它的美國基本文化
裡延續和茁壯。

隨著美國開始復甦，塞恩斯
預測，少數族裔會是最後重新獲
得工作的族群。

民權人士指出，大部分的無
證居民都有個人的納稅識別號碼
，卻沒有收到1200美元紓困金
。教育部長狄弗斯（Betsy De-
Vos）甚至稱，移民學生不符合
領取緊急財務援助金的資格。

塞恩斯也警告，新冠疫情已
影響到2020年的人口普查工作
，可能造成非裔、亞裔和西語裔

居民被漏計。他說： 「這將對未
來十年造成長期影響，影響的不
只是這些族裔的政治代表性，還
包括提供給這些族裔的社會服務
資源。」

亞美公義促進中心（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執行長楊重遠（John Yang）指
出，長久以來，亞裔對非裔同時
懷有隱藏和明顯的偏見。

楊重遠說： 「亞裔並不總是
支持非裔社區，這點必須改變。
我認為，佛洛伊德事件讓我們對
事情有了不同的看法。」

他還說： 「與過去的事件相
比，我看到亞裔社區這次的回應
較團結。」

許多亞裔民權組織譴責前明
尼蘇達州亞裔警員邵都對佛洛伊
德見死不救。在影片中，可以看
到邵都試圖驅散旁觀者。

楊重遠說： 「我們意識到，
我們的社區裡也存在著種族主義
，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他還說： 「解決的方法之一
是在我們的社區裡提出討論，必
須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偏見，並
試著找出一條前進的道路。」

2020年人口普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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