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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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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週二宣佈將禁止房屋止贖的禁
令延長至6月30日，以幫助在新冠疫情中遭
受經濟困難的屋主。

這意味著屋主不會因為未按時償還抵押
貸款而導致房屋被收走拍賣。

但同時也意味著市場上缺少法拍屋，房
源繼續緊缺，導致全美各地房價繼續攀升。

在拜登任職的第一天，他就把將於1月31
日到期的聯邦政府抵押贖禁令延長至3月31
日。

人口普查局的資料顯示，疫情
期間有12%擁有抵押貸款的屋主遲
交了他們的房貸。

白宮表示，住房和城市發展部，
老兵事務部和農業部週二宣佈開展
聯合行動，把希望申請暫停或減少
還貸的借款人的登記期延長至6月
30日，並且為在去年6月30日或之
前的申者再提供最多
六個月的寬限期。

白宮說，全美超過
一千萬的屋主拖欠還
貸，在疫情引發的“住

房負擔能力危機”下，總統此舉旨
在幫助人們能夠居住在家中。

白宮還說：“當我們面對前所
未有的國家緊急狀態時，屋主將
會獲得急需的救濟。”

拜登政府表示，延長寬限政
策“將為少數族裔屋主提供關鍵
的支援”，少數族裔群體因疫情而
難以償還房貸的情況尤為嚴重。

不過，白宮週二宣佈的措施

中，暫未包括如何進一步幫助受疫情影響的
租客。聯邦政府有關保護拖欠租金房客的政
策也將在3月31日到期。

最後小編想說下，再怎麼延期，欠的錢總
要還，還不上房子總也要拿出來抵債，所以這
個寬限期越長，大家覺得未來的房市會如何
走向呢？！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房價還得漲房價還得漲！！拜登再次延長止贖禁令拜登再次延長止贖禁令
66月月3030日前仍可申請還貸寬限日前仍可申請還貸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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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投資的人可能經常聽到什麼“二八定律”“彼得林奇法
則”這類的所謂規律、法則之類的名詞，那麼我們房產投資有
沒有類似的理論參考呢？其實在房產投資領域，做決定前認

准兩個數，一般不會被打眼。一個是1%，一個是50%。這兩
個數字代表了什麼呢？

1%原則
年租金回報等於或超出房產售價的1%，這就是一套

值得投資的不錯房產。如果一套要價10萬美金的房產月
租金可以達到1000美金或以上，你就可以考慮購買。

50%原則
如果是貸款買投資房，每月還貸費用不能超過月租

回報的50%，否則就不是一筆有價值的長期投資。比如月
租金是$2k,貸款是$1k.但這個前提是，投資者必須付超過
50%的預付款。

投資回報計算
要計算投資回報，那就要詳細瞭解每月需支付的費用。

雖然每套房產費用不一，但是總體來說包含：貸款還款支出、
房產稅、房產保險、物業管理費、業委會管理費、空置率(月租
的10%)和維修費(月租的5%)。年租金減去以上費用的總和
再除以12就可以得出你的投資房每月帶給你的現金收益是
多少。

比如，購房價格是170000美金，扣除所有支出，你得到
的年淨收益是12000美金，用12000除以170000等於7%的年
投資回報率。從投資理財角度說，高於5%的年回報率投資都
是不錯的選擇。

風險提示
以上的種種比例也好，定律也好，只是在給大家做出決

定前提供一個參考，並不是說符合這個規律的房子一定可以
賺錢。總之還是那句話吧：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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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210303A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賣家親自售賣房屋賣家親自售賣房屋（（For Sale byFor Sale by
OwnerOwner））的技巧的技巧

通常來說，在美國賣房要經歷以下步驟
：

Step 1.聘用經紀人
Step 2.訂出售價
Step 3.包裝房子打造好賣相
Step 4.正式上市
Step 5.與潛在買家交涉議價
Step 6.簽署合同並交由協力廠商公證託

管公司(Escrow)接手進行買賣過戶手續
Step 7.配合房屋檢查、房屋估價、產權過

戶調查 (附加條款期間)
Step 8.取消附加條款 (Contingency Re-

moval)
Step 9.簽署產權讓渡書，完成過戶手續

並交屋 (Close Escrow)
但是也有賣家會在第一步就有所不同，

他們想通過自己售賣來節省一筆佣金。通常
，房地產經紀人通常會收取房產銷售價格的
5%到6%的佣金，這可能意味著20萬美元的
房屋銷售佣金高達12000美元。不過在自售
之前，還需要先評估下是否有能力進行售賣
。

房屋買賣是複雜而耗時的交易。作為個
人賣家，準備、推銷和展示你的房子更是個
艱苦的交易。這其中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關於定價
在正式上市前，要對房屋產權進行定價

。通常情況下，房地產經紀人會提供一個比
較市場分析，以便為您的房屋適當定價。這
項分析將著眼于您的房子的特點和條件，並
將其與該地區最近的其他銷售情況進行比
較，以確定適當的要價。

如果你沒有代理，你可以使用免費的線
上資源（如Zillow和Trulia）進行自己的市場
分析。但其實要確定這個數字並不容易。

關於包裝
在完成你的資產定價之後，下一個需要

克服的障礙是為房屋上市和展示做準備。清
除房子中多餘的傢俱，改善照明和整容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使你的房子吸引買家。

你是否能夠讓自己的家有個好的賣相？
比如雇一個專業攝影師，現在還有虛擬裝飾
圖片的服務，它通過電腦合成技術允許人們
通過上傳房間的照片，刪除舊的或難看的傢
俱，並用更時尚的裝飾圖片來代替，從而虛
擬地佈置自己的房子。

關於銷售
前期準備工作好了，接下來就要開始將

房源正式上線，通過各種管道來發佈售賣資
訊。房主有多種選擇，在Facebook等網上發
佈免費廣告，或者到建立一個專門的網頁來
推銷你的房產。

不過，專家表示，這些網站上市的可見

度可能會使銷售成為一項挑戰。如果沒有包
括在多重上市服務，稱為MLS，一個房產不
會出現在許多房地產網站上。但是你只要花
費大約400到500美元的固定費用，你可以
讓你的房子加入MLS並擴大你的潛在客戶
群，但要知道，如果加入這項服務，成交後你
可能需要向他們支付2%到3%的佣金。

關於議價
當有潛在買主聯繫你，你還需要隨時準

備，及時回復電子郵件和電話，並提供房子
更詳盡的資訊。

通常，買主們常常希望在價格上會有一
些討價還價。如何應對和協商，最終符合雙
方的預期，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關於律師
在美國的一些州，如紐約，有法律要求

所有的銷售，甚至那些買賣雙方都有代理人
的銷售，都要由房地產律師監管。即使你所
在的州不要求這樣做，房地產律師也可以是
一個值得信賴的指導，他可以為協力廠商託
管代理人和產權公司提供仲介服務，並回答
任何有關銷售過程的問題。

以上只是賣房過程中最基本的一些環
節，在沒有經紀人的情況下賣掉房子可以幫
你省下幾千塊錢，但也有可能花費得更多，
還需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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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您解析為您解析————房產投資的房產投資的11%%與與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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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天地

I/房地產專日/210303B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在海外置業容易產生的錯誤認識有哪些在海外置業容易產生的錯誤認識有哪些？？
能夠到海外置業的人，多半是有產業的

富人，十餘年來在國內的投資市場尤其是房
地產市場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房價上漲
使早期買房的人都成了受益者，於是有些人
以為自己是出色的投資人，海外置業亦不過
如此，總是用國內的思維去考慮問題，素不
知國外的房地產市場跟國內有天壤之別，如
果照搬照抄國內經驗，註定要吃虧交學費。

中國大陸富人移民海外首選美國，而美
西的洛杉磯、三藩市和西雅圖等西海岸城市
則成為最吸引中國富人的置業首選地，而置
業的區域尤以學區房比例最高。那麼，在海
外尤其是是在美國置業容易犯什麼錯誤呢？

不合理的期待房價快速增長
早期在國內買過房的中國人，都有過房

價翻幾倍的體驗，總以為國外也會如此，他
們不懂老美對房子的熱愛，遠不如國人，許
多老美寧願一輩子租房，也不願意買房，以
省掉房產稅和房屋保養費用；許多中產階級
一輩子隻有一套住房，既便有兩套，那麼第
二套多半也是用來自住，是度假房而不是出
租房，他們有錢更願意消費，更願意用來享
受生活，不象中國人，節衣縮食也要做房東，
有點余錢就要投資房產。許多買有投資房的
老美，退休的時候都會把投資房賣掉，作為
他們周遊世界的儲備金，消費習慣和生活方
式的不同，使得老美完全沒有炒房的熱情。

此外，從行業的角度看，當統計資料顯
示房屋庫存增加或減少到一定數量的時候，
新房開工率就會隨之增加或降低，使整個市
場的房價始終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加
之美國的土地資源豐富，土地掌握在私人手
中而不是政府手中，某個人想控制土地價格
簡直就是做夢，換句話說，任何人想建房的
話都非常容易，買土地和當開發商都不是特
權，因此，美國完全沒有國內房價畸高的背
景，想在美國炒房尋求暴利，比中國困難多
了。

地理位置越市中心越好
在美國，只有幾種人喜歡去住市中心，

一是窮人，尤其是沒有汽車的窮人，因為只
有市中心才有公共交通，美國黑人的窮人比
例高，所以美國城市市中心黑人多是普遍現
象；二是老人和行動不便者，市中心距離商
業、醫院都近，買食物看病都方便；三是年輕
的上班族，積蓄不多，又沒小孩上學，住在公
寓裡，每天的生活都圍著工作轉，想多幹幾
份工作多掙錢就不能把時間浪費在路上，說
白了也是窮人。另外，美國的老房子、舊房子
、價值逐年貶值的房子，其實都在老市區。

除了喜歡市中心，中國人還喜歡離學校
近，離商場超市近，離醫院近。卻不知這樣的
地方校車、貨車、救護車頻繁往來，交通擁擠
，喧鬧嘈雜，這些地方很難找到一個高檔社
區，且大多以出租房為主，如果你買房的目

的是自住，那麼整天跟租客為鄰並非好事。

價格越低越划算
每個物業在掛牌定價之前，房產經紀人

都跟房東進行過充分溝通，作過詳細的市場
調查，有些甚至請專業人士作過評估，然後
才會掛牌出來。任何一個房子或土地，貴有
貴的原因，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如果一味貪
便宜而忽視其他方面，就會得不償失。

法拍屋的價格也比正常交易的掛牌價
要低，但並非人人都適合買法拍屋，也並非
買法拍屋就一定合算。那是因為法拍屋幾乎
都不是 Move in Ready（買下就可以入住），
法拍屋都有這樣那樣的品質問題，長期未保
養甚至人為破壞是法拍屋的通病，更為重要
的是法拍屋的賣方是不對房屋品質作出任
何維修或保障承諾的，甚至產權也不是
Warranty Deed（有保障的產權），所有的風
險需要由買方自行承擔。如果你沒有維修房
屋經驗，完全不知道未來的修理費用會是多
少，也不希望將來發生產權糾紛，那麼，便宜
的法拍屋多半不適合你。

還有一種類型的非正常買賣，叫 Short
Sale，這種掛牌物業也是以低價格吸引買家
，這種銷售是銀行等債權人贖回房屋之前跟
房主之間進行的一種妥協，也就是讓房子以
低於貸款餘額的價格得以出售。但這種買賣
即使房東簽署了合同也不算數，必須經過債
權人的同意，有些房子的債權人不止一個，
那就得所有的債權人同意。所以，這種買賣
要生效就得等上很長的時間，一般是賣方簽
署合同三個月後才會有答覆，有些長達半年
甚至更久，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很大的不確
定性，可能你在期盼好幾個月之後，銀行不
同意以這個價格出售，或者在你等待期間，
另外更好的 Offer 進來了，又把你排斥在外，
你就白等了，浪費了時間，也浪費了選擇別
的物業的機會。所以，在我看來，Short Sale
的物業價格雖低，多半卻只是個誘餌，好看
不好吃。一些人去貪這個便宜，結果也是得
不償失。

不找經紀人可以省下一筆費用
省錢本是美德，省錢並不可恥，但總用

這樣的思維方式去行事去省錢，在美國就會
弄巧成拙。在美國，買方的仲介費不是由買
方來掏的，而是由賣方來出這個錢，這個錢
早在賣方跟他的經紀人簽經紀合同時就把
這筆仲介費約定好了（比如按實際售價的
6%），賣方的經紀人有了這份合同，就把賣方
的房子拿出去公開掛牌（網上或行業內報紙
雜誌），同時在掛牌資訊中給同行們一個承
諾：誰幫我把這個房子賣掉，我就讓誰分享
我的這份仲介費（比如3%）。

如果買方找了經紀人，那麼經紀人通常
不會向買方收取費用，而是通過賣掉房子來
與賣方的經紀人分享傭金，如果買方不找仲

介的話，一旦成交，那6%就全部都由賣方經
紀人獨自享有了。而買方，一毛錢的仲介費
也省不了。

你可能會說，我可以向賣方承諾不請仲
介，同時要求賣方和賣方的經紀人重新簽合
同，讓他們把那3%省下來，這樣我的購房成
本就低了3%。說起來是很簡單的事，但一般
美國的經紀人不會為了蠅頭小利去自我破
壞行業規則。

舊房子推倒重建會升值很多
有些人喜歡城市裡的某塊地，就想推倒

上面的老房子重建，以為重建之後的新房子
能升值，這個想法又是不瞭解美國的價值認
同觀所致。比如說，你在一個老房子所在的
社區花10萬美元買下一幢舊房子然後拆掉，
再花50萬在原有地面上重建了一幢新房子，
你能指望目前的房價是50萬加上原來的地
價麼？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在美國，一幢
房子的價值不僅取決於它自己的建築成本，
還要看它所在的社區，如果這幢房子跟周圍
房子在建造年代、房屋外型風格和內部等方
面差異巨大，那麼它的價格很大程度上要受
周圍房子的價格影響，這幢建築成本50萬的
房子，如果周圍的房子只值10萬，那這幢房
子的價值就會受到嚴重的拖累。正是因為如
此，美國許多城市的市中心，常有一些價格
奇低的空地出售，你以為買這些地來建房是
撿了便宜，等到若干年之後賣房才知道又是
交了學費。

美國房產投資注意事項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無疑是當

之無愧的掘金寶地之一，其房產具有收益穩
健、省時省力等特點，成為高淨值人士買房
置業的必選項。但是涉及到投資都是存在一
定的風險的，所以我們還是要多加謹慎，多
瞭解投資美國房產需要注意的事項。

投資美國房產需要考慮兩方面
投資美國房產有兩個方面需要考慮：一

個是租金回報率；一個是升值的潛力空間。
後者比租金回報率更重要。

通常，房屋越貴的地方其租金回報率是
比較低的。比如紐約、三藩市、洛杉磯等都是
房價比較高的區域，由於這些地區房價常常
攀升，而對應的租金上漲水準跟不上房價上
漲的幅度，因而其租金回報率相對比較低。

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地方房屋升值的空
間比其他租金回報率高的地方要大，因為想
要購買此類房屋的人數較多，而買入的數量
越多其房價就越高，這就是供需平衡。所以
在投資時，並不是購買低價格高回報的房屋
就是最好，而是要從兩方面同時考慮。

該如何對美國房產出價
美國房產的資訊是很透明，您看好一處

房產後，經紀人會幫助您做房屋的價格評估
，估算這個房子在最近的市場交易中的現在

價值。如果賣主的要價高了，經紀人就要幫
助買家殺價。如果要價低於市價，經紀人就
要幫買主趕快搶下。有的時候有多位買主都
看上同一個住宅，為了得到住宅，可能要出
比要價高幾倍的價格才能行。

因此，並不是每一個房屋都要殺價，而
是要看要價的高低。重點是，買家要能正確
評估房屋的價值，當然這需要一位元好的經
紀人協助。

美國購房對赴美簽證或申請移民沒有
直接關係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但買房與移民
或簽證之間是沒有任何關係。在美國買房、
移民或美國簽證都是由不同的部門及人員
來處理。移民局管不著申請人在美國有沒有
房產，當然，更不會因為有沒有房產而區別
對待。所以，千萬別把移民或簽證與買房混
為一談。

美國房產出租問題
很多買家擔心房屋無法出租的問題。其

實是多慮了，沒有房子是租不出去的。事實
上，房子能否出租取決於業主的租金是否符
合租賃市場的價格。關鍵在於定價是否符合
市場。

外國人貸款與美國人貸款之間是存有
差異的：

美國人貸款條件：信用、收入、工作是否
穩定。

外國人貸款條件：需有較多自備款，通
常要求40%-50%左右。一般大約能貸到5-6
成。

由於每一個銀行的貸款利率不同，對申
請人的條件要求也不同。比如，一些銀行只
貸給外國人3~7年，但也有銀行能夠貸到30
年。而有的銀行利率較高，但手續簡單要求
低;有的銀行利率低，但是要求條件多，並不
是每個人都能符合。建議申請貸款之前諮詢
多家銀行，多比較。選擇適合自己，對自己最
有利的一家。

美國買房稅費問題
在美國，無論你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

購房時所要繳納的稅費都是相同的。只有在
賣房時稍有不同。當地居民在賣房時，在一
定限額內是免增值稅的。這個對當地人自住
屋的優惠是單身有25萬免稅。夫婦共同擁有
則有50萬的免稅。舉例說，如果是夫妻兩人
用五十萬買進房屋，再用一百萬賣出房子，
他們就符合不用對五十萬的增值部分繳稅。
那對於海外投資者，需要繳納一個資本利得
稅也就是增
值稅。

（（ 文 章文 章
來源來源：：美房美房
吧吧 ，， meimei--
fangfang88kefukefu））

人们都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

角色，有人却给自己加了很多角色。本

案的被告人刘青辉谎称自己是“现役军

人”“团级干部”“某房产公司总经理

助理”……就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每

天在忙些什么。1月7日，刘青辉被法

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

罚金10万元。

偶遇“军队干部”，老人认下干儿子

2019年3月，赵潇婷母亲在工地遛

弯，遇到了刘青辉，闲聊起来。刘青辉

谎称自己是空军团级干部，因训练受伤

在家休养，还说自己是日照某房地产公

司总经理的弟弟，暂时担任该公司总经

理助理，这个工地就是他们公司开发的

，他是负责人。

刘青辉和老人各种套近乎，取得了

老人的信任，老人也如实介绍了自己两

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基本情况，说大女

儿做二手车生意，小女儿就住在旁边小

区，卖无限极产品。刘青辉趁机表示很

喜欢用无限极产品，想买一些，老人就

带他来到了小女儿家，刘青辉买了两管

牙膏。

后来，刘青辉抽空就来老人家，给

老人外孙买玩具、帮助安装监控等等，

老太太很喜欢这个背景深厚又特别勤快

嘴甜的“部队干部”，双方越来越熟悉

，就干脆认刘青辉当干儿子。

一次聚餐，开始精心编织骗局

不久，刘青辉又来看望干娘，老人

打电话把儿子赵潇麟和大女儿赵潇婷夫妇

喊来一起吃饭，听了刘青辉对自己身份的

各种吹嘘，刘青辉谎称自己的妻子也是部

队团级干部，还拿出夫妇二人军装照给大

家看。赵潇婷夫妇对此深信不疑。

赵潇婷想着二手车市场生意不景气

，遇到这样一位“贵人”得好好抓住机会

。于是，赵潇婷试探性地问：“小刘，你

们公司还有没有合适的商铺在出售？”

刘青辉飞快盘算，因为天天在工地

瞎转，对一些在建商铺的情况很熟悉。

“姐，光明社区还有一套内部员工

的，可以卖给你们，价格肯定便宜，你

们先把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等操作好了

再签合同。”

赵潇婷夫妇问了商铺的位置，饭后

，二人回家正好路过光明社区，就看了

下那套商铺，此时商铺还在建，门窗都

没安装，二人对商铺位置很满意。

2019年 4月1日，刘青辉来到赵潇

婷夫妇店里，说想买辆二手车给工地上

用，然后选了一辆黑色速腾轿车，车价

5.5万元，刘青辉说车钱等公司月底结

账的时候再付，当场写了一份购车协议

并签了名，赵潇婷夫妇想着反正商铺钱

也没付，当天就将车过户到了刘青辉名

下。过了几天，刘青辉又来到店里借口

说要给公司会计买辆车，又用写协议未

付款的形式买了一辆二手车。

为了骗到更多钱，他虚构出更多的

商铺出卖，先是带着赵潇婷夫妇二人看

了一套三层的700多平方米的在建商铺

，赵潇婷夫妇很满意，立刻按照刘青辉

要求转账6.5万元支付了门窗费。过了

几天，刘青辉又谎称某社区有多套商铺

出售，可以给内部价，看到价格很实惠

，赵潇婷买了三套，赵潇玉买了一套，

赵潇麟买了一套，但都只是签订了刘青

辉提供的购房合同，并没有到售楼处签

订合同，也没付款。

其间，刘青辉又去赵潇婷夫妇店里

以公司名义购车。直至案发，他一共骗

得13辆车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总价值

116万余元。最后，他干脆和赵潇婷夫

妇约定用这些车钱以及赵潇婷夫妇的另

外一套别墅折抵商铺购房款，但赵潇婷

夫妇要求拿到商铺房产证后再过户别墅

。不仅骗车，他还以交车辆保险、支付

门窗费、装修别墅等各种名义骗取赵氏

姐弟及他人钱财20余万元。

举家潜逃，到小村庄租房当天被抓

一天，赵潇婷去商铺所在的物业咨

询，发现自己的购房合同不一样，便找

到刘青辉要求更换合同。2019年7月26

日，刘青辉谎称售楼处会计不在，他们

就在车上等公司会计回来。

“姐、姐夫，你们不用担心，我都

联系好了，等会计回来咱就把正规合同签

了。我先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嗯，去吧，小刘，我们在车上等

你。”赵潇婷夫妇毫无戒备。

几分钟后，刘青辉依然没有回来，

赵潇婷夫妇下车找了一圈，发现他早已

不见踪影，拨打他手机无人接听，再打

已经关机，二人感到大事不妙，赶紧开

车直奔刘青辉家里。

刘青辉父亲听完赵潇婷夫妇说明来

由，立刻明白儿子惹祸了，便如实说：

“刚才他匆忙回家后就开车带着老婆孩

子走了，问也没说去哪里。”他尝试打

了一下儿子手机也提示处于关机状态。

赵潇婷夫妇赶紧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离开家的刘青辉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妻子问怎么回事他也无法回答。转了

半天，他决定连夜开车到山东省沂水县

，当晚，全家人在车里过了一夜。第二

天天一亮，他将车开进一个村里，租了

一套便宜房子。但他没想到，公安干警

找到了他。至此，赵潇婷等人才明白，

这个干弟弟是一骗子。

2019年 11月 28日，山东省日照市

经开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刘青辉提起

公诉。2020年 11月 20日，该案开庭审

理。

男子冒充“现役军人”认下“干妈”

空手套车13辆潜逃被抓

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一心

想在互联网领域大展身手，却误入歧

途，打造了一个网络赌博“王国”，

涉案金额超 3亿元，获利 9400余万元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检察院对29名

被告人提起公诉后，法院全部采纳检

察机关指控犯罪事实及量刑建议。1

月 8日，该案一审宣判生效，被告人

均服判不上诉。

“手机麻将”风靡朋友圈

2017 年，一款名为“舟山麻将”

的App风靡舟山人的朋友圈。

“我老公每天在手机上打麻将，

输了好多钱，还想着翻本，日子没法

过了……”仅一个月，定海警方就接

到了二三十起类似报案，均涉及网络

赌博。随后，警方破获了多起舟山各

类麻将群主利用“舟山麻将”App开

设赌场案，通过分析研判，发现其中

一起案件中的群主与“上海某科技有

限公司”舟山地区的一级推广代理有

联系。

警方顺藤摸瓜，摸排出了舟山共

有 6名一级代理，并建有微信联系群

。该公司为“舟山麻将”App开发公

司，向下家出卖金币用于麻将包房费

，给予返利机制，同时鼓励下家创建

赌博群，有涉嫌开设赌场嫌疑。其间

，舟山警方约谈该公司，责令整改。

然而，该类违法犯罪行为依旧屡禁不

止。2019 年 6月，警方得到线索：平

台合伙人将于6月 18日齐聚上海公司

开会。舟山警方赶赴上海，与上海警

方一起将涉案人员一网打尽。

兄弟创业，因利误入歧途

随着犯罪嫌疑人邹相（化名）、王

某、邹峰（化名）等人的落网，一条集

研发、推广、招徕赌客、搭建支付暗道

在内的网赌黑色链条浮出水面。

39岁的邹相和44岁的哥哥邹峰均

毕业于 985 高校，他们一度是父母的

骄傲。那二人的人生轨迹缘何逆转？

邹峰在上海先后创设了三家网络

公司。邹相毕业后紧跟哥哥的创业步

伐，想在互联网领域大展身手。2016

年，邹相注册成立上海某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开发经营PC端棋牌类游戏。

邹峰则帮助公司处理、协调对外关系

。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PC端游戏逐渐没落，该公司开始转战

市场上流行的房卡模式麻将App。2016

年下半年，该公司技术人员奔赴舟山

市，进行了“市场”前期调研，通过

采集当地特有的棋牌游戏规则，开发

了“舟山麻将”App，并于2017年 1月

正式上线运营。

在舟山，公司向本地代理贩售

“金币”，提供网络平台，再由本地

代理组建微信群组织网络赌博。本地

代理不仅赚取“金币”贩卖差价，还

从每个赌局“抽头”。参赌人员在平

台上以“金币”计酬，一场赌局结束

后再通过接入第三方支付平台结算资

金。

舟山是该公司最先开拓的“市场

”，成为获利比例最高的地区。“舟

山麻将”App 可谓风靡一时，至 2018

年初，舟山全市注册用户已达22万，

线上日活跃用户超过2万。

2017 年 4 月，因涉赌该公司被舟

山警方约谈，但兄弟二人不想放手。

为应付警方的整改要求，邹峰特地请

来法律顾问，讲授如何规避法律风险

和技术规避。

“只需搭建平台，就会有人来合

作，感觉赚钱挺容易。”在巨额利益

驱使下，该公司又升级开发了“老西

麻将”“苏友麻将”“狮城麻将”等

具有分级代理、层层返利模式的几款

App，涉及上海、山西、河北等多省

市。截至案发，该公司从上述软件共

实际获利 9400 余万元，涉案金额超 3

亿元。

知名高校毕业兄弟俩
打造网络赌博“王国”获利9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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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自前往美國或通過兩地的仲介公司在
美國購置房地產的朋友們經常因為忽略了辦
妥美國本地的銀行帳戶，而在購房的過程中
遭遇困難，和自己夢寐以求的房產失之交臂。
在美國購房雖然沒有百分百的要求必須擁有
在美國本土的銀行帳戶，但多一個美國的銀
行帳戶確實有三大好處：

一、有些貸款機構青睞美國的銀行帳戶
雖然不是鐵定的要求，但是許多房屋貸

款機構希望看到貸款申請人已經擁有在美國
的銀行帳戶，並且在帳戶餘額中已有足夠的
資金來支付欲購房的首期付款（一般為房屋
交易價的 20%或更多）和成交費（Closing
Fees）。這樣，貸款機構認為申請者的購房過
程會較簡易和省時。

二、有些買家青睞美國的銀行帳戶
在美國一些“供小於求“的房地產市場，

試想一套還不錯的吉屋的賣主往往會收到好
幾個有”濃厚興趣“的買家，畢竟是賣家的市

場嘛！如果兩位潛在買家給出同樣的報價，賣
主也常常希望將房子賣給已經辦妥了美國的
銀行帳戶的那一位買家。因為賣主希望能儘
快辦妥過戶手續，擔心資金在美國境外的那
位買家是否會節外生枝，夜長夢多，到了最後
無法履約，這是賣主萬萬不想看到的結果。

三、辦妥美國的銀行帳戶能為投資租賃
的房主提供方便

根據艾普大資料的報導，有30%以上海
外置業者表示置業的目的是為了投資。投資
置業者經常計畫將購入的公寓或房屋出租給
他人。這樣在房屋升值的同時，每月還可以賺
取租金，何樂而不為呢。身處海外的房主可以
使用其在美國的銀行帳戶靈活方便地收取租
金，自動設置每月需繳的費用（例如物業管理
費，水電費，保險費，或每年的房地產稅）。通
過日常繳費等功能，即使人在國外，也可以輕
鬆無憂地付費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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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210303C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美國買房子美國買房子，，選擇一層好還是兩層好選擇一層好還是兩層好
買房的人在看房時總會糾結一下，除了

地段之外，最常見的問題是，買兩層的還是
一層的呢？它們各有什麼優缺點呢？

一層house優點
1、一般地塊都比較大才能建一層住宅，

在美國地皮最值錢，所以一層住房造價也高
。

2、一層的房子一般都會比較結實，美國
很多房子感覺純紙板房，上下樓不隔音，只
有一層，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3、一層的話一般屋頂比較高，兩層的只
有特定房間屋頂高。

4、大部分人都喜歡，比較大眾。
5、每個房間的利用率都很高。
6、家有寶寶的話，孩子小的時候很安全

，很方便，半夜裡有什麼事不用爬二樓，房子
babyproof起來也比較簡單，不用擔心小娃
爬樓梯出意外。

7、換地毯換地板的話，沒有樓梯價錢就
便宜好多，清潔工作也好做。要知道美國這
邊除了真正的有錢人，都是自己做家務的。

8、搬家/裝修什麼的沒有樓梯進出都方
便，不然往樓上搬個大櫃子什麼的很麻煩。

9、一層的沒有什麼樓梯正對著門之類
的風水煩惱。

10、從空間上看，一層少了樓梯占掉的
空間，兩層的house二樓必然要有走廊，和下
面的走廊功能重疊，白占了空間，另外感覺
大部分一層的房子空間利用的設計上都要
好一些。

11、一層一般都有一個等大的地下室，冬
暖夏涼。

兩層house優點
1、一般二層house功能的劃分很清晰，

有的主臥和其他臥室都在樓上，小孩子哭鬧
都在樓上，樓下只是吃飯的飯廳，看電視的
起居室；或者主臥在樓下，孩子房 間在樓上，
工作生活相互不影響，孩子還有隱私；還有
的是1樓是客房，這樣家裡來人不影響自己
的隱私。孩子年齡大，孩子個數多的家庭住
兩層比較有隱私。

2、兩層的好處是可以有兩層高頂的起
居室。一層的話，頂要做得比較高，比如10尺
，才會比較舒服。當然美國人認為層高8尺的
就好，還給人舒適的感覺，中國人喜歡敞亮，
講究層高。

3、兩層樓還有個好處就是打掃衛生上
面，一般來說臥室會乾淨一些，廚房和起居
室是最容易弄髒的地方。兩層分開的好處是
地板上的髒東西不會從一間 房子帶到另外
一間去，一樓很多人是全安木地板，打掃起
來更方便，每週打掃兩次就夠了，而樓上的
臥室，一周打掃一次就行了。對在美經常要
自己動手的屋主來 說，會輕鬆一些。

總之，各種房型都是有利有弊的，選擇
最適合自己的就好了。在家工作，需要安靜
環境的時候，或者人口眾多，兩層更合適。不
想老是爬上爬下，不希望電費很高，不希望
週末都在打掃房間中度過的老人和懶人，一
層更適合。美國人基本都覺得一層的好，中

國人中有一部分認為樓比房好，更喜歡二層
。不過現在的建商買了地建房子都不甘心只
建一 層，都是建兩層。不過三層的房子覺得
太爬得厲害了，認識一對夫妻住三層的
townhouse，臥室在三樓，廚房在一樓，晚上
誰也不願意下樓拿水，要猜拳決定，後來自

己買房就買的一層的。
最後，在美國買房的朋友們，請三思後

行哦，不要頭腦一熱回頭苦的可是自己呢！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在美買房在美買房，，需要美國的銀行帳戶嗎需要美國的銀行帳戶嗎



AA55房地產現況5Status of Real Estate

星期一       2021年3月8日       Monday, March 8, 2021

假广告

R01_TSANG-PHILIP永茂地產1234567B_4

713-778-0110
商場住宅倉庫租售管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看房的機會難得，可以對房屋進行評估，所以需要多花些時
間，從下水、地毯到衣櫃，這些細節都不要忽略。不過也要記住，
看房時要遵守基本的禮儀規則。如果房主有要求，請脫掉鞋子。
不要在房子附近吸煙，將垃圾扔在垃圾桶中，在萬不得已的情況
下不要使用浴室。看房時還要注意什麼，忽略什麼呢？一起看看
吧！

10個需要注意的細節：
看房人名單 看房登記者順便瞭解一下還有多少人也對

這家房產感興趣，越受歡迎競爭越激烈。

社區和鄰居 房子與鄰居同在，所以最好在街上走走，同
鄰居們聊聊，瞭解這裡生活的細節和注意事項。

牆上的裂縫 大多數老房子牆上都會有些裂縫，這可能
不是什麼嚴重問題。然而，如果裂紋是水準的，或者它們超過八
分之一英寸寬，表明結構可能出了問題。

廚房狀態 房主通常會通過更換新硬體、檯面等讓廚房
煥然一新，不過這不一定適合買房者，需要買賣雙方進行約定。

水壓 水壓低影響淋浴，還可能意味著銹蝕、管道積垢或
其他嚴重問題。看房時打開所有水龍頭，瞭解水壓情況。

存儲空間 存儲空間是購房者搬入新房後的遺憾之一。
看房時打開衣櫃，看看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存放東西。

公共區域 如果參觀的是公寓樓會，可以去公共區域，看
看健身房或游泳池。這是不容錯過的機會。

佈局 大多數買家都喜歡開放式廚房，但老式房子這樣的
佈局不多。瞭解房屋的佈局，考慮是否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或
者是否有意願重新翻新。

地下室 檢查房屋系統，如熱水器或暖通
空調。如有需要，可提出專業檢查的要求。除此之
外，還要注意地下室是否有漏水痕跡。

外觀 圍著房子轉轉，看看外觀是否狀況
良好，牆板是否有損壞，屋頂瓦片是否鬆動。一旦
發現這些問題，一定還會有其他需要維修的地方
。

5個可以忽視的細節：
裝飾 許多房主為了讓買家喜歡，用盡一

切可能裝飾房子。做為買家，即使不喜歡也不要
太在意，把注意力專注在房子的結構和風格上。

食物和飲料 不管房主為看房者提供了
什麼樣的食物和飲品，巧克力還是香檳，都不要
讓它們改變買房者的態度。

聲音和氣味 房地產經紀人為了烘托氣
氛，總會放些輕鬆的音樂和烤制的糕點，不要被
這些分心。

關閉的房間 看房時，由於一些原因房主
會關閉一個房間，如果看房者有意購房，可以與
屋主預約另外一個時間再去參觀。

抽屜內的東西 儘管打開櫥櫃和壁櫥查
看尺寸沒什麼不對，但沒有理由觸碰裡面的東西
，切記不能打開屋主自己傢俱的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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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房地產專日/210303D簡 房地產現況 Mandy

外國人在美國賣房一定要知道的預繳稅外國人在美國賣房一定要知道的預繳稅

美 國 報 稅 原 則 是“ 掙 錢 需 繳 稅
（pay-as-you-earn）”原則，也就是說，無論
是美國稅務居民，還是外國人，在出售在美
國境內的房產時，增值部分都需要繳稅。美
國稅務居民和外國人，賣房時資本利得（淨
增值）部分繳稅的規則有所不同。

外國人在美國購
買房地產進行投資的
非常多，也有不少外
國投資者房產增值顯
著，打算賣房變現。根
據美國法律 the For-
eign Investment in
Real Property Tax
Act of 1980(FIRPTA)，
外國人出售美國房地
產，在過戶的時候，買
方（通常委託過戶公
司）要代扣代繳所得
稅 (Withholding Tax)，
金額為：聯邦預繳稅
15%，加 州 預 繳 稅
3.33%，總共預繳賣價

的18.33%。
如果合理規劃賣房的支出部分，有可能

將所有預繳稅都退回。雖然預繳稅的部分可
以部分或者全部退回，但是如果在賣房前沒
有專業的稅務師做好合理的規劃，那麼，向
美國國稅局要回多扣繳的預繳稅將會是一

個無限期的漫長過程，更有甚者，可能一分
錢都無法退回。

一般來說，退稅的方法有兩種，第一，在
過戶的第二年年初，填報1040NR稅收申報
表，申請退稅。第二，在過戶之前或者過戶當
天，填報 Form 8288b( Withholding Certifi-
cate) 申請在過戶後90天之內退稅。

在過戶的第二年年初，填報1040NR稅
收申報表，申請退稅

用此種方法申請退稅時，需要在1040NR
稅收申報表上附上 IRS美國國稅局蓋章的
8288a。怎麼得到 IRS 美國國稅局蓋章的
8288a 呢？過戶公司在過戶後，會把 Form
8288/8288a 寄給IRS。

如果Form 8288/8288a資訊完整，美國
國稅局會給過戶公司寄回一聯美國國稅局
蓋章的8288a。但是，如果8288a資訊缺失，
比如沒有外國人個人稅號（ITIN），IRS不會給
過戶公司寄回一聯美國國稅局蓋章的8288a
。所以，我們建議，外國人在持有美國房產進
行出租時，就申請外國人個人稅號（ITIN），並
且報稅。如果賣房時候還沒有稅號，應該在
賣房時候申請稅號。申請到稅號之後，立即

通知IRS負責8288a的部門。（當然，沒有稅
號也可以完成過戶手續並且遞交 Form
8288/8288a，只要近期內申請到稅號就可以
了）。

在 過 戶 之 前 或 者 過 戶 當 天，填 報
Form8288b(Withholding Certificate)申請在
過戶後90天之內退稅

這種辦法比較快捷，大大縮短了獲得退
稅的時間。舉例來說，某外國賣家在2018年
一月出售美國房地產，如果不填報 Form
8288b( Withholding Certificate)，那麼只能等
待一年之後的2019年初來填報1040NR稅收
申報表，申請退稅，然後等待兩個月左右獲
得退稅。

如 果 填 報 Form 8288b( Withholding
Certificate)，在2018年四月就可以得到退稅
, 大大縮短了等待退稅的時間。但是，如果
填報 Form 8288b( Withholding Certificate)，
賣主需要有稅號或者在填報同時申請稅號，
獲得稅號後，立即通知ＩＲＳ負責8288b的
部門。否則，IRS將對Form 8288b( Withhold-
ing Certificate)不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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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房先看房買房先看房，，哪些細節不可不知哪些細節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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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展厅里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杜建坡摄
图②：唐代戴鹖冠三彩俑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图③：明代楼阁人物金簪 杜建坡摄

①

②

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
览十分火热，吸引了许多观众排队
参观。不少年轻人特意穿着汉服前
往看展，成为博物馆里一道靓丽的
风景。

这个备受欢迎的“中国古代服饰
文化展”，以沈从文、孙机等国博学
者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托，以
文物、图片、复原人像、多媒体设
施等丰富形式，全面系统地展示了
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主要服饰形制及
其文化内涵，带领观众深入领略中
华服饰之美，感受中华文明之璀璨。

古人穿搭 一目了然

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基本，而排在
第一位的就是衣。衣服既能“避寒
暑，御风雨，蔽形体，遮羞耻”，又
有“分尊卑，别贵贱，辨亲疏”的
文 化 功 能 。 中 国 素 有 “ 衣 冠 王 国 ”
之美誉，数千年来中华服饰的发展
变化，不仅折射出古代物质文明与
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也勾勒出中
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活画卷。

此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个
服饰通史类展览，按历史时期分为

“ 先 秦 服 饰 ”“ 秦 汉 魏 晋 南 北 朝 服
饰”“隋唐五代服饰”“宋辽金西夏
元 服 饰 ”“ 明 代 服 饰 ”“ 清 代 服 饰 ”
六个部分，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服
饰的衍变历程，深入阐释了古代服
饰的审美取向、穿着场景以及服饰
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

92 岁的国博终身研究馆员孙机是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他亲自来到展厅
为记者导览。孙机说，影视剧等文艺
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古代人物，在塑造
人物形象时，服饰是一个很重要的组
成部分。“有些电视剧里，不同人物
的服装相差上千年，比如张三穿的是
先秦的衣服，李四穿的是明代的衣
服，给观众的感觉非常混乱。但我们
不能要求这些影视剧的创作者去研究
服装史，这是很复杂的。我们希望通
过博物馆的展览，把古代服饰的基本
轮廓展示给大家，也能对这些创作者
起到一些帮助。”

孙机介绍，与以往大多数服饰展
不同，国博这个展览力图展现古代
衣冠配饰的整体形象。“以前的一些
展览，展品确实很宝贵，是古墓里
出土的衣服、首饰。但光是一件宽
大的古人衣服平铺在那里，观众也
不知道怎么穿，不知道穿起来会是
什么样。我们希望展出的形象是容

易理解的，让观众看了就明白，这
些服饰穿戴在古人身上，整体是什
么效果。”

此 次 展 出 文 物 近 130 件 （套），
涵 盖 玉 石 器 、 骨 器 、 陶 俑 、 服 装 、
金银配饰和书画作品等，并配以 40
余件 （套） 辅助展品、约 170 幅图片
和多媒体设施。除了直接表现古代
服饰形制的实物，还绘制了大量线
图，制作了 15 尊不同时代的着装复
原人像。

展厅里，这些栩栩如生的复原人
像仿佛从历史中走来，为观众上演
一场跨越千年的“时装秀”。古代服
饰史、传统工艺美术学者陈诗宇介
绍 ， 为 了 真 实 再 现 古 代 服 饰 人 像 ，
团队经过详尽考证，设计出一套套
细 致 的 方 案 ， 从 外 衣 、 内 衣 、 鞋
履、冠带到配饰、妆容、发型，乃
至使用何种面料和纹样，都有可靠
的历史依据。

佩玉戴冠 大有讲究

服饰代表民族文化、社会地位、
身 份 职 业 等 ， 还 体 现 了 时 代 的 审
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个展
览 不 仅 要 告 诉 大 家 古 人 是 怎 么 穿
的 ， 还 要 回 答 为 什 么 这 么 穿 的 问
题。”孙机说。

河 南 洛 阳 出 土 的 战 国 时 期 组 玉
佩，展示了古人佩玉的习俗。《礼记·
玉藻》 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当时
人们的典型服饰是上衣下裳，腰前系
巿 （音“福”），玉佩为垂在巿上的饰
物。成组的玉佩是贵族身份的体现，
身份越高，组玉佩越长越复杂，身份
较低者，配饰就简单而短小。孙机
说，系玉佩的作用是“节步”，身份
不同，步伐不同，玉佩碰撞发出的声
响也不一样。身份高的人迈步小，走
路慢，显得格外气派。按照 《礼记》
中的记载：君行接武，大夫继武，士
中武。接武为“二足相蹑，每蹈于
半”，继武“谓两足迹相接继也”，中
武则是“足间容一足之地”。展厅里
将接武、继武和中武的步伐间距投影
在地面，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古代贵族
走路时一步有多宽。

“冠是服饰礼仪中非常重要的部
分。古代的冠和现代的帽子不同，它
起初只是加在发髻上的罩，侧面是镂
空的，不盖住整个头顶。”在一尊东
汉文官复原人像前，孙机介绍了当时
男性头戴的冠和帻。“帻，原本是士
以下阶层、不够资格戴冠的人才会戴

的。到了汉代王莽篡位之后，冠下加
帻才流行起来。据史书说，王莽秃
头，没法梳发髻，冠无可依靠，于是
他就先戴帻、再戴冠。这就形成了进
贤冠，从汉代到唐宋，一直是文职人
员重要的头戴饰物。”

唐代女性着男装是一种时尚吗？
乌纱帽是怎么来的？仙鹤、狮子等
官服上的图案象征着什么？行走在
展厅中，如同阅读一部立体的古代
服饰简史，能够收获许多与服饰相
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展览生动阐释了中国古代服饰史
上发生的三次重大变革：战国时期

“胡服骑射”引进中原，出现了上下
身 连 属 的 深 衣 ； 从 南 北 朝 到 唐 代 ，
服饰由汉魏时的单一系统，变成华
夏、鲜卑两个来源之复合系统，由
单轨制变为双轨制；到清代，男子
改着满族服饰，华夏传统服制断档。

好看好玩 寓教于乐

在突出学术性和知识性的同时，
国博古代服饰文化展也注重观赏性
和互动体验。展品中有数十件国博
馆 藏 一 级 品 ， 包 括 极 少 展 出 的 宋

《中 兴 四 将 图》、 明 益 庄 王 妃 首 饰 、
定陵出土首饰，清 《皇朝礼器图》、
康熙帝朝服等。其中 5 件明代岐阳王
世 家 文 物 （《陇 西 恭 献 王 李 贞 像》

《孝亲曹国长公主像》《赠南京锦衣
卫指挥使李佑像》《太保袭临淮侯李
言恭像》《临淮侯夫人史氏像》） 在
古代服饰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知名
度，均为首次展出。此外还有一些
借展自其他博物馆的珍贵文物。

在展览的引言部分，一件貌似雪
地 靴 的 彩 陶 靴 吸 引 了 不 少 人 的 目
光。它是新石器时代辛店文化的遗
物，1989 年出土于青海省乐都县柳
湾 墓 地 ， 材 质 为 夹 砂 红 陶 ， 靴 筒 、
靴帮上以黑彩绘制几何纹饰。这件
彩陶靴在国内属首次发现，专家认
为它是一种容器，其造型应是上古
先民所穿靴的直接反映，表明当时
已经脱离了用整块兽皮裹在脚上的
原始鞋的状态。

早在先秦时期，中原和草原地区
就出现了制作精美的金属带饰。由
于不易腐坏，金属带钩、带扣等成
为出土文物中反映古代服饰文化的
重要物证。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
王墓出土的有孔金带头，由两块长
方形金带板和一枚金穿针组成。带
板正面浮雕猛兽咬斗图案，周边饰
勾喙鸟首纹。四边凸起边框，中部
有两个横向双环钮，每块带板的内
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以便
穿针插入。这副金带头是目前所见
汉代最华美、系结方式最先进的带
头，虽然以草原流行的猛兽搏斗纹
为题材，但从铸造工艺、系结方式
来看，应为中原制品。

《中兴四将图》 为南宋宫廷画家
刘松年所作，描绘了宋室南渡过程
中四位战功卓绝的将领，据现有榜
题 所 示 ， 四 将 依 次 为 “ 刘 鄜 王 光
世”“韩蕲王世忠”“张循王俊”“岳
鄂王飞”。画中四将着圆领袍服，或
戴巾子、或戴幞头、或戴平帻、或
戴军中便帽，脚着靴，皆为文官装
束。四将各有一武官侍从，身着便
装，便装外加彩绣捍腰，此装束多
见于契丹、女真胡骑，于中原武将
常服中较少见，应为当时南宋忠义
军装束。

展 厅 的 中 心 区 域 设 有 互 动 体 验
区，将古代服饰文化与现代科技有
机结合，带给观众有趣的体验。一
个 柱 坊 结 构 的 闭 合 式 沉 浸 空 间 里 ，
以万花筒形式展现了古代服饰中提
取的花纹图案，让观众沉浸于流光
溢彩的“华纹锦绣”中。多媒体互
动“换衣镜”能让人过一把穿越的
瘾，格外受观众欢迎。站在智能电
子屏前挥挥手，屏幕中的自己就能
穿上不同时代的服饰，扫描二维码
还能把古装图片保存到手机上。

此次展览自 2 月 6 日开幕，展期
拟定为一年，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
持久的文化盛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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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停滞不前的经济现状

18世纪末法国凡尔赛宫贵族生活令

不计其数的人心向往之，其中不乏中国

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其中的憧憬简单而

言是对美好生活的一份向往，但实质上

落实在法国身上，这一向往终归只是梦

境，时过境迁时代不断的变化。

21世纪的今日已非18世纪末，而今

日的法国已绝非往日那般璀璨夺目，而

这一点在法国年轻人的眼中暴露无遗，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法兰西。

据调查显示，60%的法国人对未来

是不抱希望的，他们一致认为未来的法

国人也就是他们的后代，相较于他们而

言生活会愈发困苦，换而言之他们认定

未来的法国将会迎来经济衰退。

在一个国家之中，当国民对于国家

经济振兴不再抱有希望，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国家的未来是有待于斟酌的。一如

法国现如今的高消费场所很难窥见年轻

人的身影，往往是一些老年人。

当然现如今的法国作为发达国家依

旧有它的底蕴与繁华，但是经济发展停

滞不前亦是同样明显的。

现如今的法国陷入了人口老龄化危

机之中，而这一结果也就引起了劳动力

短缺的连锁反应，然而即便如此法国的

失业率却高达10%，其中更有25%左右

是年轻人群体。这一结果的背后，则是

法国经济变革过程当中，年轻人的知识

储备已然无法跟随法国经济发展。

“知识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现如今

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力终究有限也

一度是不争的事实，而技术成为了支撑

时代发展的核心力量。因此没有知识在

未来的社会将寸步难行也绝非虚言。

然而在法国现如今的年轻群体之中

，有着很高比重的人群并不具备高中以

上的教育经历，相较于其它发达国家而

言有着不可弥补的差距。正因如此，法

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俨然呈现出“青黄不

接”的状况。

不过这一状况也只是法国经济问题

的冰山一角，以人口老龄化为基础衍生

而来的另一问题同样是极度严峻的。

众所周知福利政策水平乃是衡量一

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一大指标，往往发达

国家总会拥有着相当丰厚的福利政策水

平，对于执政者而言提高福利政策无疑

是他们手中的一大王牌。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一如希腊这个

国家因福利政策过于丰厚而成为贷款无

数的“老赖”，法国的福利政策也一度

成为了它的困境。

人口老龄化不仅造成了劳动力短缺

，更直接造成国家维持社会福利政策的

庞大压力，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出现

，福利资金在国家收入之中占据的比重

也在不断加大。那么面对这一状况国家

又能如何调控？

最为直接的莫过于减弱福利政策的

力度，但是“煮熟的鸭子不翼而飞”对

于所谓的“民主”国家而言，人民又岂

会接受？这是逼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为

此国家降低福利政策力度的算盘彻底落

空。

那么结合上述高精尖劳动力短缺以

及社会福利政策造成的庞大压力，法国

又将如何面对？一切并没有答案，对于

现如今的法国而言上述两大问题是几近

于不可解决的，至少历届法国政府并没

能够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

以至于法国在贷款度日之路上渐行

渐远，由此衍生出更为严重的一系列问

题。

二、民族、宗教文化差异对法国造

成伤害

除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之外，法国

现如今同样面临着其他方面的严峻问题

，其中便包括内部安全问题。如果说经

济问题无形之中增加了法国人民的生存

压力，那么内部安全问题无疑动摇着法

国人民的人身安全以及整个国家安全。

而造成这一切的则是大批量的外来人口

。

法国境内的外来人口主要包含二战

之后为了恢复劳动力而放宽政策涌入的

黑人，以及叙利亚因战争所致而产生的

难民。围绕着这两大群体的

存在便可窥见出法国如今的

现状。

首先民族意识对于西方

国家而言是极其严重的，由

此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

排斥与歧视，亦包括不同肤

色种族之间的斗争等。其间

状况的后果，美国无疑是最

好的例子。

因而在法国境内，作为

法国本土原住民的白人对于

法国境内高达500万的黑人

以及叙利亚难民的抵制与歧

视注定是广泛存在的，而但

凡歧视存在势必极大程度会引发肢体冲

突，因此法国的治安状况不容乐观。

当然现如今的法国，民族问题并没

有彻底地摆在台面上，相较于美国人势

同水火的严峻状况俨然是“小巫见大巫

”。

不过众所周知，矛盾是会不断转化

的。当人民彻底不满于实际生活状况之

时，民族问题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尤其

在西方民族意识根深蒂固的环境下，对

于法国而言无异于一颗“隐形炸弹”。

此外，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同宗教信

仰，无疑是在不断扩大着这一问题的严

峻性与紧迫性。叙利亚难民的信仰自然

绝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反观法国却是传

统的基督教，两者之间势同水火本就随

着历史一路蔓延而来，而现如今在法国

境内也顺其自然成为了不稳定因素。

法国境内现有的伊斯兰教信徒已然

突破 700 万人大关，占法国总人口的

10%。而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下，不计其

数的伊斯兰教信徒在经济、政治等多重

领域担任要职，甚至曾有政坛之人提出

将法国更名为“法兰西斯坦”等。

虽然更名之事在多数人眼中只是玩

笑，但实质上法国距离成为“法兰西斯

坦”并不遥远。从“巴黎圣母院付之一

炬”到近来“法国教师被斩首”案件。

基督教为法国铸就的核心价值观正在不

断缩减，取而代之的则是伊斯兰教影响

力的节节攀升。

总而言之，重重原因积聚之下，有

人为之断言“法兰西斯坦”在未来几十

年后便会付诸于现实。这般状况下，法

国内部民族与宗教的矛盾亦必在这一过

程当中不断恶化。

三、重重矛盾下，法国的政治危机

上述之中法国所存在的任何问题都

是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未来的社会动荡

与否，然而一切只是困扰法国问题当中

的一部分。

由此重重问题环环相扣之下，更进

一步扩大了法国内部的矛盾，使得一切

缠绕成了一个难解难分的死结，衍生出

了最为严重的一大问题——法国的政治

危机。

社会内部存在着重重矛盾之时，对

于底层人民而言无疑加大了他们的生存

难度，因此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而

言，游行反抗成为了他们控诉的途径，

而他们所控诉的乃是政府对于问题的解

决不力。

2018年 11月 17日，法国巴黎50年

来最大的骚乱“黄背心运动”顺势而生

，最初这场运动的目的乃是抗议政府加

征燃油税，然而此后却一度不断演进恶

化，成为了一场政治危机。一如马克龙

所言黄背心运动是一场没有固定诉求和

领导者的社会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之中并不存在领导者，因

为实属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没

有出路，方才一呼百应短时间内席卷整

个法国。这场运动同样没有固定诉求，

底层人民只是在借用游行抗议的方式来

宣泄对于政府的不满。

那么随着“黄背心”运动的开展，

法国又是否变得更加美好？答案当然是

否定的，随着罢工、游行、封路等不断

开展，对于法国经济造成的重创不必赘

述，社会一片混乱之下对于法国造成的

伤害无可估量。

不过总体而言，透过“黄背心”运

动足以窥见人民对于政府的不满，那么

为何政府无法顺应民心的解决一切问题

呢？自然是任何政府对于法国现存的问

题都是无能为力的。

现如今的法国已经陷入了“谁上任

都不行”的漩涡之中，人民对于政府的

不信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而之所以法国政府对于一切无力回

天，则在于法国的民主政治结构已经形

同步履蹒跚的年迈老人，即将走向历史

的尽头。不仅法国，围绕着现如今欧洲

国家不约而同的动荡现状，不难窥见政

治体制的弊端所在。

总而言之透过法国“浪漫之都”繁

华的表现，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片

千疮百孔，亦能从中体悟出法国人民内

心深处的绝望。

法国年轻人眼中绝望的法兰西
夕阳的余晖散落在塞纳河面上，复古大理石砌成的教堂伫立在岸旁。提及法国，多数人会心怀憧憬地

念及一个浪漫国度，从卢浮宫到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人文积累铸就了“浪漫之

都”的赫赫声名。

俗话说透过事物的表面窥见其本质，真实的法国又是怎样一副模样？是否一如表面一般歌舞升平，极

尽浪漫？然而事实却是中国不少人还在做凡尔赛梦，法国年轻人却看到一个绝望的法兰西。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一众高层

被扣一个月，缅甸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

议仍在继续。昨天（2月28日），随着缅

甸军方使用致命武力，18人在抗议中身

亡。这是自2月1日军方掌权以来缅甸最

动荡的一天。

综合CGTN及缅甸媒体Irrawaddy报

道，2月28日，在仰光抗议活动中发生了

枪击事件。暴力事件始于当天早晨8时30

分左右，当时医学生们在仰光市中心附近

的十字路口街道上游行，缅甸军方随即使

用武力试图驱散示威人群。数十名示威者

被捕。

混乱至少持续到当天下午，除了仰

光以外，缅甸军警在曼德勒、勃固等多地

也使用了致命武力。在一些地区，警方还

发射了催泪瓦斯、闪光弹及水炮驱散人群

。

当天晚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公处发布公告称，根据其获得的可靠

信息，缅甸军队和警察对示威人群发射了

实弹及橡皮子弹，已造成至少18人死亡

、3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

表声明，“强烈谴责”了缅甸军方的行动

。2月2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

使已在缅甸问题联大非正式会议上表示，

中方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缅甸问题特使继续

开展斡旋调解工作，支持东盟以“东盟方

式”就缓和缅当前事态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缅甸警方28日还逮捕了至少

85名参与示威的医务人员和学生，及7名

记者。

路透社援引目击者的话称，从27日

凌晨开始，缅甸各城市出动大批警察，对

当地抗议人群展开进一步驱逐行动。军警

占据了示威人群平时聚集的地点，拘留了

部分示威者；一些示威者开始佩戴防毒面

具、帽子和护目镜，部分示威者还搭建临

时路障试图阻止军警前进。

针对相关消息，缅甸官方媒体《新

光报》回应称，缅甸军方此前表现出了克

制，但不能忽视“无政府暴徒”，军方将

“不可避免地针对暴乱的抗议者，采取严

厉的行动”。

一些被缅甸军方罢免的前缅甸全国

民主联盟议员，此前曾组建了一个名叫

“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的政治团体

，他们受到了示威者的支持，并被示威者

视作“合法代表”。现在缅甸军方也将这

个政治团体及其他类似团体列为“非法组

织。”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缅甸外交部

文件称，缅甸军方已向外国外交使团、联

合国办事处及其他国际组织发出警告，建

议他们不要与这些政治团体接触。缅甸外

交部也指示所有驻外使领馆不接受、不回

复相关团体的邮件和信件。缅甸军方指控

该团体犯下了“破坏性行为”。

就在枪击事件发生的一天前（27日

），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觉莫吞在联合国

大会上公开支持缅甸民盟领导的政府，宣

称自己效忠“缅甸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

。他要求缅甸军方立即释放所有遭到监禁

的人员，并还政于民。缅甸外交部随即开

除了觉莫吞的公职并判处其叛国罪。

随着缅甸局势进一步升级，2月28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

谴责”了缅甸军方的行动。发言人杜加里

克称，“他（古特雷斯）对死伤的增加深

感不安，任意逮捕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

是不可接受。”

根据联合国网站消息，古特雷斯正

在敦促各国“联合起来向缅甸军方施压”

，要求缅甸军方“尊重缅甸人民通过选举

表达的意愿”。

美、英等国也立即对枪击事件作出

回应，指责缅甸军方使用武力。据《卫报

》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宣称

，美国会继续和缅甸示威者

“站在一起”，推动“追究

缅甸军方的责任”；英国外

交部一名发言人批评“暴力

令人发指”，要求缅甸“停

止暴力恢复民主”；加拿大

则表示事态发展“令人震惊

”。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当天

也发表声明，称对缅甸国内

持续升级的抗议活动“深表关切”，敦促

缅甸安全部队保持克制。

中方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缓和

缅当前事态

有关中方对缅甸局势的立场，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26日的联大

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方支持联合国秘书

长缅甸问题特使继续开展斡旋调解工作，

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就缓和缅当前事

态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希望缅甸各方从国

家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在宪法和

法律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

，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

出现的问题，继续有序推进国内民主转型

进程。当前形势下，各方都应保持冷静克

制，不要做激化矛盾、升级紧张的事情，

不要使用暴力，防止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

。

张军指出，缅甸国内发生的事情本

质上是缅内政。国际社会应当在尊重缅甸

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

前提下，帮助缅甸相关各方按照缅甸人民

意愿和利益开展对话与和解。国际社会发

出的声音、采取的措施应有助于缅各方弥

合分歧、解决问题，应避免激化矛盾，使

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2月1日缅甸发生政治动荡后，缅甸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政府高层被捕引发了

缅甸十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有缅

媒称，昂山素季26日晚间被从住处带走

，去向不明。据Irrawaddy报道，目前示

威者仍在缅甸全国各地聚集，准备继续组

织抗议活动。

缅甸军方使用致命武力，已造成18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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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人如何看解除口罩令德州人如何看解除口罩令？？

（本報記者黃梅子）德州州長阿
博特宣佈，德州從3月 10日起將解除
口罩令，允許企業全面重開。共和黨
人州長阿博特稱： 「現在是時候完全
開放德州了！」 他認為，有了疫苗與
免疫療法藥物，德州已能保護居民免
受病毒感染。另壹位共和黨籍的密西
西比州州長瑞維斯(Tate Reeves)2日也
附和，自3日起解除所有地方的口罩令
，商家可全面恢復營業不受限制。

與此同時，密歇根、路易斯安那
和密西西比等其他州也取消了類似的
規定，這些州也終止了口罩令。

拜登總統3日抨擊共和黨籍德州州
長艾伯特 「犯下大錯」 ，這項違反科
學建議的口罩鬆綁規定形容 「原始人
思維」 。拜登總統強調，所有人都了
解 「口罩能讓情況有所不同」 ，當美

國在疫苗方面取得進步，當美國正在
扭轉疫情的風口浪尖，最不需要的就
是 「壹切都好，可以脫下口罩」 的原
始人思維；拜登以 「舊石器時代的尼
安德塔人(Neanderthal)」 ，比喻這種思
維。

拜登說，他隨身攜帶壹張卡片，
上頭寫著截至昨天有51萬1874名美國
人因新冠身亡，還會有更多人因此死
去。拜登說，要到夏天才能讓人人都
接種疫苗，這需要時間， 「而且非常
關鍵、關鍵、關鍵且關鍵的是遵循科
學」 ，包括頻繁洗手、戴上口罩，且
保持社交距離。

「我知道妳們所有人都清楚此事
，希望我們的民選官員也清楚這件事
。」 拜登說。

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主任瓦倫

斯基(Rochelle Walensky)表示， 「現在
還不到鬆綁所有限制的時機。」

地方衛生官員也群起呼籲民眾繼
續謹守公衛建議，休斯頓市長特納要
求市民繼續戴口罩。德州醫學專家則
表示，解封決定太過倉促，若目標是
群體免疫，如今還沒達成，戴口罩與
社交距離是群體免疫的重要媒介。

根據CDC資料，德州最近七天平
均每日有7500起新確診病例，在每人

接種疫苗比率上，德州在50州中排第
47位。目前，三種新冠疫苗已經分發
全美，很快就可以全民接種。但是，
有些人不相信疫苗，認為自己會當實
驗的小白鼠。持有這種觀念的民眾也
不少，導致最終會有小部分民眾去接
種疫苗。這也加大了新冠疫情控制的
難度。

請看《美南時事通》美南新聞總
編輯蓋軍和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僑

領陳柯博士怎麼談論德州人如何看待
德州破除口罩令。

請關註美南國際電視 15.3 頻道
《美南時事通》，也可以通過 iTalkBB
平臺收看。美南新聞網站scdaily.com
， 也 可 以 在 youtube 上 搜 索 Stv15.3
Houston, 訂閱美南新聞頻道，隨時收
看美南國際電視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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