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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澤西州房市持續火爆，買家數量遠超
供給，地產資訊公司Otteau Group稱目前新
州的買家數量已創下歷史新高。美聯社

新澤西州房市持續火爆，買家數量遠超
供給，地產資訊公司Otteau Group稱目前新
州的買家數量已創下歷史新高。一些買家為
了能夠搶到心儀的房屋可謂手段層出不窮，

包括支付賣家一年
的Netflix訂閱付費
、為賣家免費提供
墨西哥卷餅等，令
人瞠目結舌。

Moorestown
的 ReMax One 經
紀人Michelle Stel-
la 說，買家提議提
早結束交易，並希
望為所有人購買墨
西哥卷餅，但遭到
賣家的拒絕；華盛
頓 市 (Washington)
Keller Williams 的
經 紀 人 Gina Ler-
ario 說，她願意自
掏腰包為賣家支付
最多500元的搬家

費，並交一半的房地產轉讓稅(約1500元)，最
終仍未搶到合約。

許多買家開始參考申請大學的方法，為
賣家開出個性化合約。普林斯頓經紀人 Jill
Deegan說，買家甚至為心儀的房子寫下情書
，談論家中的狗狗會如何愛上院子，自己則迫
不及待地教孩子在地下室彈鋼琴；甚至有人

想親自見賣方以提出要約，想方設法給賣家
留下深刻印象。

現金報價也是買家常用的手段，地產經
紀人說，在多種競標情況下，現金報價通常最
終會獲勝，因為他們不需要經過銀行評估。如
果資金充裕，買家則會開出遠高於開價的金
額，無論是高出10％、15％或20％。

地產經濟學家、房地產評估和諮詢公司
Otteau集團總裁Jeffrey Otteau認為，低利率
、千禧一代買家激增，和城郊地產的復蘇推動
了新州的購房狂潮。根據Otteau的資料，新澤
西州180萬千禧一代目前占全州購房的72％
。

伯克希爾•哈撒韋(Berkshire Hatha-
way)家居服務 Fox＆Roach 房地產經紀人
Pat Settar說，曾經這些千禧一代不願意購房
，且更青睞城市，希望附近有餐館並居住在步
行區，但疫情改變了這一切；在擁擠的城區，
病毒傳播的風險更大。

全州各郡的房地產經紀人，已看到來自
周邊地區的買家湧入新州郊區，並試圖購買
獨棟住宅。Diane Turton Realtors市場行銷運
行總監Perry Beneduce說，新州正在吸引來
自曼哈頓、布魯克林、史泰登島乃至康州的大
量人才定居。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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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子壽命為何這麼長美國房子壽命為何這麼長美國房子壽命為何這麼長美國房子壽命為何這麼長，，，，
房產維護注意事項房產維護注意事項房產維護注意事項房產維護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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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一般都是採用鋼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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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水率低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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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瞬間衝擊荷載和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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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復位而不至於發生倒塌。而且日本政府在神戶大
地震後發佈法律，要求所有的民用住宅必須採用北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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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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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的理由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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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對於房屋的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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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家裡已經
有了苗頭，需要趕緊抓緊時間“搶修”了。

01 院子裡面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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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剪院子裡的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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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大樹。將院子裡
的碎石子換成柔軟的覆蓋物或者泥土。將你房子周
圍的護欄紮牢。在一場風暴到來之前，將院子裡面
容易被風刮跑的東西移到家裡。

02 老化的下水道系統
如果家裡的下水道系統老化了，會對家裡的所有東西帶

來威脅。這種情況只能先估計一下家裡水管的使用年限，然
後檢修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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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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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白蟻
白蟻聽起來像是電影裡面的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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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來檢查一下家裡了。

05 雷擊
根據避雷研究所的資料，每年美國因打雷引起的房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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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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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害蟲
你家裡可能有不少害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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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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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買房後貸款買房後，，想要提前還怎麼辦想要提前還怎麼辦

許多投資者為了充分利用財務杠杆原理，使投資收益最
大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的使用借貸款而不挪用自
有資金。貸款買房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貸款買房，利息和貸
款費用都可以抵扣個人收入稅，所以即便是高收入群體，從
避稅的角度考慮，也更願意選擇貸款買房。

基本需要資料檔案
‧護照（這是必備的）
‧收入證明（年度工資表）
‧報稅表
‧居民身份證明
‧個人信用記錄

‧美國銀行帳戶
除了上述基本檔外，還會有其它各種補充檔的要求，比

如雇傭證明、房屋租金收入證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華人中比較流行子女買房時，父母

往往會給子女一些錢來作為頭款的一部分或全部，在這種
情況下，貸款機構就需要申請者出示“禮物證明”來證明這
些現金是禮物而非借款，因為如果是借款的話，就牽涉到美
國買房貸款機構的貸款額度以及申請者的還款能力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申請美國買房貸款，因為在美國發放
房貸的機構很多，不但有銀行，也有許多專門辦理美國買房
貸款的公司，這些銀行及公司除了接受面對面的貸款申請
外，還設有電話專線服務以及網上服務，可以通過電話或網
路完成房貸的申請，十分方便。

而隨著持有現金的增加，許多中國買家意欲提前將房
貸還款。那麼，美國的房貸可以提前還款嗎？

提前還款流程
第一，借款人先查看貸款合同中對提前還款的要求，注

意提前還款是否需要交違約金;
第二，給貸款行打電話諮詢提前還款申請時間、所需資

料等事項;
第三，按照貸款銀行的要求到相關部門提出提前還款申

請;
第四，借款人攜帶相關資料到貸款行辦理提前還款的手

續;
第五，將提前還款款項存入還款帳戶中，待銀行扣劃，或

是直接攜帶現金到貸款行償還。

那該不該提前還呢？
目前還處於還款初期的人可以考慮提前還房貸。
由於買家正處於還貸初期，而在貸款的前幾年，本金基

數大，利息相應也高；所以當此時買家手中持有大量閑餘資
金而又無更好的投資管道的時候，不妨將其貸款提前還一些
。但需要注意，貸款剛下來的6個月內，不建議一下子全部還
清。

相對於一次還清，再買一套房子是更明智的投資路徑。
這樣同樣的錢，就可以擁有兩個投資房，保留房屋升值和收
租金兩不誤。

執行上浮利率的貸款人
可以考慮提前還房貸

如果浮動利率在3年以下，此類貸款人如果有能力早點
還清貸款，相對會比較划算。如果不能儘早還清貸款，建議重
新貸款，降低利率。5年和7年的可以視經濟趨勢和自己的資
金情況決定。不用擔心到期了沒辦法還清的問題，重新貸款
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較長的貸款期會使得每月月供較低，還可以騰出更加多
的流動現金作為其它投資的資本；然而，較長時間的房屋貸
款使購房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利息。所以，貸款購置房產的民
眾應當趁著美國經濟勢頭良好，在基於自身經濟實力的同時
，考慮再買一套房產的投資理財方式的優勢，綜合考量美國
貸款購房到底應不應該提前還貸。有時提前還貸並不是資產
配置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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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平常謹慎存款理財，也可能因裁員、法律糾紛或生
病需要醫療而生活大亂，如果身負房貸、還不出錢來，怎麼辦
？

不要驚慌，請定下心來找方法；應採取步驟，盡可能保住
房屋，因為一旦進入法拍，信用評分將暴跌，而且隨後幾年，
買屋或租屋都將難上加難。

1 尋求好的建議
應勇於面對，與房貸機構聯繫、找出最有利的解決之道。

城市發展部(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
opment)是另一個求助資源；該機構顧問可幫您瞭解各種選
擇，還可針對會影響償還房貸的各種財務問題提供建議。

求助前，需備妥財務檔，包括薪資單、銀行和投資帳戶明
細表、納稅申報表、房貸資訊以及財務困境的詳細聲明等等。

2 評估各項選擇
可與借貸機構合作，找出解決方式；請考慮重新貸款

(refinance)、寬容協議(Forbearance Agreement)、再還款計
畫(Repayment Plan)、貸款修改(Loan Modification)。

針對重新貸款，假如財務問題還大太嚴重，可借此爭取
到更優惠的利率、以及負擔得起的每月還款額，如果房屋有
足夠資產，甚至可獲現金再重新貸款(cash-out refinance

loan)，取出現金償還利率更高的信用卡債。
針對寬容協議，適合解決短期財務難題。協議通常載明，

只要借款人堅持保有目前貸款，房貸機構不會啟動法拍，相
對的，可能同意借款人在寬容期內減少或暫停付款，最終還
是要補足未付款項。

針對再還款計畫，如果已拖欠房貸，可在與銀行協商再
還款計畫，借此，逾期金額將在指定期間內（通常3到6
個月）攤還，直到回復常態。

至於貸款修改，財務狀況很嚴重就必須這麼做。等
於與借貸機構商討全盤修改現有的房貸，打造更實惠
的付款方式，包括調整利率、延長貸款期等。

3 放棄住屋
可通過三種方式進行：尋常出售、短售或自動轉讓

。
針對短售(short sale)，假如房貸還款落後，房屋價

值小於待還貸款額，這時，借貸機構同意借款人以低於
欠款的價格售屋，銀行將虧損，但至少可收回大部分款
項，比法拍好。

至於自動轉讓(Deed in Lieu of Foreclosure)，是最
後選擇。等於將財產契約移交給借貸機構，屋主免除房
貸義務；可避免冗長且昂貴的法拍過程，又可保有屋主

隱私。

4 避免詐騙
財務困境常常使人容易受騙，切勿在沒有律師建議下簽

署法律檔，也不要輕信任何建議。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特殊時期特殊時期，，在美國付不出房貸怎麼辦在美國付不出房貸怎麼辦

成都的一条小街上，安静而舒适，街坊们三五

成群坐在树下，有的下棋有的聊天，十分惬意。小

霏却无暇顾及，步履匆忙。她来到小区的快递站，

迅速把手中的“特产”寄了出去。

一直看到“特产”被打包进箱，她才松了口气

，随后打开手机，提醒对方收货。这样一单几百元

的额外“收入”就轻松拿到手。

小霏美滋滋地盘算着，全然不知即将面临的局

面……

天降“商机”

1991年，小霏生于四川省广元市。虽然家境普

通，但小霏也没想着靠高考改变人生，高中毕业后

她便去成都谋生，碰碰运气。

这里安逸闲适，又不乏年轻人的热情活力，她

为此兴奋不已，想象着自己的美好未来。然而，一

开始的生活并不如她想象得那样顺利。

没有大学文凭，小霏的工作选择少之又少，即

便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她又嫌太辛苦薪

水不高而离开。就这样，没有固定工作的她就一直

在“待业”和“在岗”状态来回切换。

尽管收入不稳定，小霏却十分懂得“享受”生

活。她沉迷于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结识了不少

“志同道合”的朋友，种种诱惑让她开销大增。

后来她直接到歌厅工作，这里来钱快，可以维

持表面上的光鲜亮丽、结交的各路好友，允许她继

续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这种生活给小霏带来的是巨大的隐患。不久，

小霏接触了毒品，走上了吸毒的不归路。2017年6

月21日，小霏还因为吸毒被行政拘留了4天。

在一次聚会上，她通过朋友认识了小白，两人

互加了微信。2020年夏天，小霏突然收到小白发来

的信息，说是组了个饭局，喊上小霏出来聚一聚。

小霏心想也没什么事情，随即答应了。

当晚人真不少，新老面孔都有。经小白介绍，

小霏认识了大鹏。

大鹏，36岁，北京人，趁着假期休息来成都找

小白玩。饭后，他们便开始吸食冰毒，玩到了半夜

才散场。

虽然大鹏和小霏互留了微信，俩人在那晚之后

很久没有进一步的联系。直到8月的一天，大鹏通

过微信联系到了小霏，想从她那拿点现成的冰毒过

下瘾。

可小霏身上已经没有现成的冰毒可以直接给他

了，她立马想到了小白。在小白的介绍下，她找到

了卖家熊猫。熊猫也住在成都市，于是小霏和熊猫

就约好在小霏住的小区门口当面交易。

那天，熊猫带了1克左右的冰毒过来，以900

元的价格卖给了小霏。货到手了，下一步就是寄给

大鹏了，可怎么寄呢？

大鹏告诉小霏，把毒品夹藏在食品里比较不容

易被发现，他是屡试不爽。小霏从没试过这种方法

，但抱着侥幸心理，她还是去买了几盒黑芝麻糕和

龙须酥。

回到家后，她打开一盒黑芝麻糕，先把毒品包

上一层锡纸，叠成长方形，再用黑芝麻糕的包装纸

裹在最外层，跟着其他黑芝麻糕混在一起放入，其

他三盒原封不动。

小霏还将这盒“特殊”的糕点放在中间。也就

是说，只要收件员不一一拆开来检查，被发现的概

率就几乎为零。

“伪装”完成以后，小霏拿着包裹来到楼下的

菜鸟驿站，按照大鹏给的收件信息将“特产”寄出

，还特意用假名掩盖个人信息。

收件员并没有验货，而是直接打包、封条后，

就寄出了。小霏这才放心地打开微信，收下大鹏转

来的2000元。

回到家中，小霏开始盘算这笔买卖的收益：收

到大鹏的2000元，减去冰毒的成本价900元，芝麻

糕等特产一共300元，还有快递费23元和熊猫的车

费200元，这样纯获利就是577元。

小霏心里乐开了花：“只要一次寄的量不大，

把毒品藏得隐蔽点儿，就不会被发现，这绝对是一

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从那之后，大鹏只要找到小霏，小霏就会充当

“中间商”的角色，先从熊猫手中买点冰毒，然后

夹藏在特产中进行“伪装”，再从家楼下的菜鸟驿

站寄出。

几次下来，小霏觉得贩毒之路“畅通无阻”。

吸毒人员牵出“隐秘的渠道”

2020年9月的一天中午，大鹏在家休息，闲来

无事便拿出小霏寄来的冰毒和另外购买的冰壶，开

始吸食。过了把瘾后，他并没有多想，随手把冰壶

扔了。

10月10日，北京市顺义区张镇派出所民警接

到了一通匿名举报吸毒的电话。根据这个线索，民

警前往大鹏住处，并将其抓获。

大鹏对吸毒行为供认不讳，为了将功补过，大

鹏还向警方主动提供卖家线索，北京市公安局顺义

分局立即展开调查，于10月22日在小霏的居住地

将其抓获，并起获了1包冰毒和吸毒用的冰壶和冰

锅，次日小霏被刑事拘留。

顺义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熊道慧接手该

案，对于这种毒品数量相对较小，比较常见的案子

来说，她早已驾轻就熟。

通过审查公安部门移交过来的聊天记录、交易

明细和转账记录，结合证人证言，她认定了小霏和

大鹏的两次贩毒交易的事实。

“犯罪嫌疑人小霏生活奢靡，之所以贩毒就是

为了挣快钱满足她日常大的开销。据了解掌握，小

霏的上家也已经被四川省公安机关以贩卖毒品罪抓

获。要不是大鹏在家中吸毒被举报，我们也没法得

知小霏贩毒。幸亏发现得早，及时制止了犯罪嫌疑

人的犯罪行为，没有构成更严重的罪行。”检察官

熊道慧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到。

2021年2月24日，顺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提

出被告人小霏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不足10克，

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47条第1款、第4款之规定，

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小霏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

，检察机关建议其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由于小霏4年前因吸毒被行政拘留了4天，检

察官建议酌情从重处罚。

2021年3月4日，顺义区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以贩卖毒品罪判处

小菲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

如今邮寄毒品屡见不鲜，贩毒分子的犯罪手法

较之以往更加隐蔽。顺义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毒品

犯罪案件专业化办案组经梳理发现，2017年至今，

利用寄递渠道实施毒品犯罪的案件每年都占有一部

分比例。

为了对毒品完美伪装，贩毒分子的点子可谓是

层出不穷，有的是夹藏在食品中，有的是直接加工

成了食品的样子，这加大了查处难度。

不仅如此，该案件也再次暴露出快递行业在经

营管理中的漏洞，寄件实名制落实的不到位、收件

验视和安检力度的不足都是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

会。

对此，检察官熊道慧希望快递行业能积极做出

整改，第一，全面落实寄件实名制、快件验视程序

和安检制度。

第二，提高快件验视和安检过程中相应的设备

性能。

第三，加强对物流行业从业人员的禁毒宣传培

训，提高对毒品的甄别能力。

第四，鼓励从业人员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犯罪行

为，根据查证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文中涉

案人员均为化名）

寄一盒快递挣577元？
一个电话牵出一条隐秘贩毒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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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投資房產相對中國複雜很多。很大一部分原因來
自美國國家稅務局(IRS)的繁瑣稅務政策。好不容易懷著激動
的心情選好了房，買了！可是，買房賣房如何合法規劃避稅，
出租房如何合理從稅務角度利益最大化，你準備好了嗎？本
文為您科普一些投資房產的稅務知識，如果你能堅持看完，
絕對能頂大半個CPA！不管你是準備買房，還是已擁有一套
以上房產的有房一族，甚至你已決定使用公司名義來投資房
產，希望此文都能給你一些幫助。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一、買房準備
作為一個精明的買房族，從開始準備買房起，你就要計

劃怎樣最大化的減少你將來需要繳納的稅額。簡單來說可以
從以下幾點出發：

用途：是否用于自住，還是用于出租從產生現金流
時間：是否在不久將來打算賣掉，是否期待升值
身份：是否是美國稅務公民（不同于移民法律規定的美

國公民）
債務：是否考慮資產保全，或房產債務與個人分離。

‧為何要考慮用途？
因為房屋的用途關乎到你需要與什麼稅表打交道，關乎

哪些支出減免你可以使用，哪些憑證文件需要保存或記錄以
待報稅時使用等等。同時你也需要考慮以什麼形式來擁有房
產，能更好的實現你的用途。

‧房產的主要擁有形式：
個人直接擁有
如果是自住，你的房子只有支出沒有收入，那麼你只需

要用到 Schedule A，分項扣減額（Itemized Deductions，以
下簡稱 Sch A）。如果全部或部分出租，那麼你就要使用到
Schedule E，房產以及其他投資收入（Rental and Royalty
Income，以下簡稱 Sch E）了。

公司形式擁有
房產投資通常以合夥企業 (Partnership)，有限責任公司

(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或是小型企業股份公司
(S-Corporation) 形式運營。以公司形式運營的好處是，公司
投資的房產出現意外時個人可以規避相關的法律責任。但是

，你會需要額外報公司Form 1065或是Form 1120S稅表，其中
有一頁 Form 8825就是你的房產明細。公司會在報稅完後給
你發一張 Schedule K-1，流入你的個人所得稅表Form 1040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中。

‧為何要同時考慮賣出時間和用途？
美國“主要住宅”(Primary Residence) 賣房可以享受

$250,000（單身納稅人）至 $500,000（夫妻納稅人）的免稅額。
簡單來說就是，你的房子賣出時若是增值了，只要滿足以下
幾個條件便可以免除增值稅：1) 必須是你的“主要住宅”，2)
持有房屋所有權5年，3) 在賣房前的5年內至少有2年住在
這裏。而且呢，每一次房屋買賣的間隔不能少于2年。是不是
很簡單？下面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A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為主要住宅，自住2年，出租3年
，然後賣出賺了25萬。那麼，這25萬增值完全免稅哦！

B君買了第一套房作為主要住宅，自住1年，出租三年，
搬回來住1年，然後賣出賺了25萬。買房後自住不到兩年導
致“主要住宅”動機被損，第一年的自住在出租三年後不再有
效，那麼只有最後1年自住有效，而IRS就搞出了個案例說是
按最後自住的1年/2年的比例來計算增值稅。于是B君按照
比例 12.5萬的增值需要繳資本利得稅（Capital Gain，稅率
15%)，也就是在他的 Schedule D上白白供上
$18,750的稅哦！

C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為主要住宅，自住
2年，出租4年，然後賣出賺了25萬。雖然他一
共自住了2年，可是他在賣房前5年內並沒有
滿足2年自住這個條件（第1年自住是5年前）
，居然整個25萬增值全部都要交稅，也就是
$37,500資本利得稅。

D君買了第一套房子作出租使用。出租3
年後，搬入房子自住2年，然後賣出賺了25萬
。雖然他一開始動機並非自住，可是那都不是
事，關鍵只要他在賣房前5年內滿足2年自住
這個條件，所以變賣房子的25萬增值稅全免
了。

E君買了第一套房，自住兩年，買了第二

套房並搬入，第一套房開始出租。三年後賣掉第一套房賺了
25萬，同時買了第三套房，第一套房的25萬增值免稅。這一
年，D也搬入了第三套房居住並將第二套房出租，兩年後，他
賣掉第二套房，哇，又符合了所有免稅條件。也就是說，這個
優惠可以循環使用。

二、購買房產
買房成交後你一定會收到一張“房地產交易完成單”

(Closing/Settlement Statement)，俗稱HD-1，裏面記錄著詳細
的結算時間，房產地址，以及所有完成交易的費用列表。這是
一張看著就頭疼的清單，可是你一定要保留好它，因為它決
定了你賣房時和計算增值稅時的房子成本 (Basis)。上面有買
賣雙方交易金額明細，但你只需要關注買方(Buyer)的明細即
可。你的成交費用(Closing Costs)包括佣金(Commission)，產權
費用(Title Costs)等等都可以加到你的購買價格上增加房子
成本。

比方說，房子買價50萬，你的HD-1表上顯示各種費用2
萬，那麼賣房時你的成本就是52萬，這樣增值部分就減少了
2萬，開心嗎？若是以公司名義買房，你的成交費用(Closing
Costs)以及貸款費用(Loan Fees)需要計入無形資產，然後按
貸款時長來攤銷（類似折舊）。

另外得單獨說一說房產稅/地稅(Property Tax)。房產稅
會與其他上面提到的費用一樣混在HD-1表中，它永遠需要
被拎出來單獨對待。如果你的房子這一年自住，那麼請把房
產稅放到你的個人稅表 1040 的 Schedule A 分項扣減額
(Itemized Deductions)中第6行。如果你的房子用于出租，那
麼請將它放到Schedule E房屋出租收入(Rental and Royal-
ty Income)的第16行Taxes費用。

如果你是貸款買房，那在就會在第二年年初收到貸款利
息(Mortgage Interest) 1098表。如果房子是自住呢，你可以
開心地把這個利息填入你的Schedule A分項扣減額(Item-
ized Deductions)第10行。如果房子用于出租，那麼則需要放
到到 Schedule E 房屋出租收入(Rental and Royalty In-
come)的第12行貸款利息支出(Mortgage Interest)。通常來說
，剛買房的前幾年付的房貸利息的比例特別高，所以可以扣
稅的金額也非常可觀。貸款銀行收取的點數(Points)也可以以
類似利息方法處理，視情況在買房當年全部抵扣或是按貸款
的年限來攤銷抵扣。(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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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美國房產都有哪些門道投資美國房產都有哪些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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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90

Av
e. 

E

三、美國買房後如何獲得最大投資回報
1、持有增值

(接上頁)持有增值，是指購買美國房產後，不以出租獲利
為主要目的，追求的是“低買高賣”或資產增值的投資方式，
比較適合于資產雄厚的投資者。為此，此種投資方式極為注
重投資者入市及出市的時機。

美國房地產周期平均在十五年左右，所以理論上持有房
產時間愈長愈有把握穩賺不賠，如果長期投資，持有五年可
能有六成的機會獲得利潤，如果十年幾乎是一定會有利潤的
。假設你在房價的高點買進的房子，在低點時賣出，那你的利
潤是負值。如果，你買房是為了居住，你可以自己選擇售房的
時機，不必在房屋市場低谷時售出你的房屋，而可以選擇在

有利潤或有較高利潤的時候出手。

2、出租賺取租金
通過出租房產，獲得固定的租金收入，即投資

回報，是最為常見的投資手段。那麼，投資者該如
何計算自己投資的房產，每年能給自己帶來多高
的回報率呢？

3種常見出租方式：

1、委托經紀人
交給經紀人幫助租賃可以大大節省工作和時

間，經紀人可以幫助投資人選擇條件較好的租客，
最主要就是幫投資者找到租客的客源，篩選出符
合條件，合適的租客。

2、委托物業管理公司
物業管理公司提供的是出租管理的綜合服務，幫投資

者收房租，還有日常的維護服務。對于精力有限、想省事的
投資者來說，找到一家合適的物業管理公司就能解決所有
相關問題。

那麼怎麼判斷你所找的是一家好的物業管理公司呢？
物業公司會不會在維修費上宰您一筆？或者，真的有這樣的
問題需要解決嗎？物業公司能快速地找到租客嗎？只有當您
出問題的時候，才會明白您選擇的公司到底是好是壞。

為此，我們為大家篩選出優質物業管理公司所必備的
幾大要素：

‧對房屋細緻的看管，確保所有事情進行順利；
‧及時、高效的處理所有問題；

‧確保租客及時與投資者簽訂租約；
‧確保快速跟進房主住宅審查程序；
‧解答房主任何有關在線對賬問題；
‧當租客離開時，迅速尋找並篩選新租戶；

3、自己尋找租客
這個方式比較適合在海外擁有多套房產的投資人或是

住宅房屋有多餘的投資人。
‧收費標準：
委托出租的佣金（房產經紀費用）：全年租金的6%~8%

（按實際情況而定）
委托管理的費用：月租金的5%~8%（也有的公司為8%~

10%）。（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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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美國買到合適的房子？買房前需要注意什麼？在
紐約，非美國公民購置房產並不是什麼稀奇現象。有些人是
希望買一處臨時住所。有些人的子女在紐約留學，他們希望
幫助孩子畢業後在這裏找到工作，還有一些人可能僅僅把在
紐約置產看成是一個不錯的投資機會。不管出于何種原因，
在美國購置房產都要謹記以下五點注意事項。

1、聘請專業律師
一名合格的律師會希望與你當面討論交易事宜，包括交

易流程、檢查合同、對房產執行盡職調查以及審查過戶費。雖
然你可能無法在美國長時間停留，但花些時間理解交易如何
生效並與你的律師進行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2、簽署委托書
在與你的律師會面時與其簽署委托書是個不錯的選擇。

這樣，如果你無法親自前往美國辦理過戶手續的話，也不會
耽擱交易流程，因為你的律師可以代表你辦理過戶手續。唯
一的例外情況是，你以實體（如有限責任公司或企業）名義購
買時。在這種情況下，該實體必須委托另外一個人作為其代

理人簽署過戶文件，且必須以書面形
式委托該代理人。

3、房產交易流程及
需時

走完買賣流程通常需要 30-60
天。紐約的房產交易手續非常複雜，
除了買賣雙方外，還經常涉及公寓大
樓本身（以及相關公寓或合作公司）。
比如，公寓會要求買方在過戶前提交
審批申請。這一審批流程最多需要花
費30天。另外，買方還需要購買產權保險，且承保的產權保
險公司也需要對交易各方和公寓大樓自行執行盡職調查。

4、賣房前諮詢稅務人士
出售房產會產生納稅義務。在紐約出售房產前諮詢稅收

方面的專業人士是個不錯的選擇。他們會建議你通過1031延
稅條款和其他方法進行避稅。

5、《外國投資房地產稅法案》
另外，作為非美國公民，你需要遵守《外國投資房地產稅

法案》（FIRPTA）。FIRPTA在賣方為非美國公民或居民時適
用，且在某些情況下，買方必須在過戶時按照售價的10%納
稅。經驗豐富的律師會告知你這一納稅規定是否適用于你的
情況，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協助你申請IRS扣繳稅款證明。(文
章來源：居外網)

如何在美國買到合適的房子如何在美國買到合適的房子

下投資美國房產都有哪些門道投資美國房產都有哪些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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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了
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
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
留下中国人的印迹。”

北京时间 5 月 15 日 7 时 18 分，天问一号探
测器经过近300个地球日飞行后成功降落在火星
东经 110 度、北纬 25 度的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
区域。虽然还是初出茅庐的中国“探火少年”，
但是天问一号出征以来，特别是完成火星软着
陆已显出后生可畏的非凡气魄。它从停泊轨道
降轨机动至火星进入轨道，再到着陆巡视器与
环绕器分离进入火星大气，之后历经减速、悬
停避障、缓冲，最后翩然落下，牢牢站稳。动
作可谓一气呵成，宛若行云流水，干脆利落。

数年拼搏，一朝梦圆。面对北京飞行控制
心内庆祝软着陆成功的热烈场面，中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总设计师张荣桥难掩激动，热泪沾
巾。这一幕被媒体记录下来并随着天问一号着
陆火星圆满成功的消息传向世界各地，圈粉无
数。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落圆满成功仅数小时
后，张荣桥等参与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
部工作和参加本次任务的全体人员就收到习近
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来的贺
电。贺电首先向他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
问候，接着高度评价了天问一号着陆火星的重
大意义，指出此举迈出了中国星际探测征程的
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
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这是中国航
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

仔细研读贺电中的上述评价，我们可以发
现，天问一号翩然着陆火星使中国航天悄然间
完成了一次堪称伟大的跃升，即大步跨入“行
星际”探测时代，这正是中国航天孜孜以求的
奋斗目标之一。60多年来，中国航天一直追求

“行稳致远”。一方面，立下雄心壮志，走出地
球家园，探索广袤深邃的宇宙空间；另一方
面，脚踏实地，不断推进航天科技特别是运载
火箭科技的进步，逐步获得中低轨、高轨卫星
的发射能力和探测月球的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经
验。随后，类地行星火星成为中国深空探测的
重点。2016 年初，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正式
批复立项。5年多后的今天，天问一号终于冲出
了地月系，穿行数亿公里漫漫征途，完美着陆
火星并将开展巡视探测。正如贺电中所指出的
那样，天问一号着陆火星“实现了从地月系到
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
迹”。从此之后，国人在夜空中仰望那颗神秘的
红色星球，心头会平添几分亲近感和牵挂，因
为那里有我们的火星车祝融号。

成功登陆火星是天问一号任务的一座里程
碑，也是新起点，后续探测特别是祝融号巡视
探测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星辰大海横无际
涯，宇宙探索永无止境。对于中国航天来说，
火星探索只是翻开了星际探测的新篇章，探秘
宇宙，让航天科技更好造福人类，依然任重道
远。贺电在最后对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和
参加任务的全体同志提出殷切期待，希望他们
再接再厉，精心组织实施好火星巡视科学探
测，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精心推进行星探测等
航天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为探索宇
宙奥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
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后续
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在天问一号在数亿公里外即将上演火星

“软着陆秀”的十几个地球日前，北京时间4月

29日11时23分，长征五号火箭从中国南海之滨

腾空而起，高大挺拔的身姿从椰林间直上九

霄，尾端喷射的烟雾在天宇画出优美的痕迹。

随长征五号飞天的是中国自主研制的规模最

大、系统最复杂的航天器——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此次发射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大批民
众聚集在发射场周围，争睹“天和”飞天盛况。

发射入轨当日，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发射任务取得成功。贺电高度评价了建造空间
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在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国家航天事业和国家科技实业发展全局中
的重要地位，指出这是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
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在此基础上，贺
电指出：“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
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后续任务展开奠
定了坚实基础。”

贺电的上述评价可以分两个层次理解。一
是揭示“天和”成功飞天对中国空间站建设的
重大意义，即意味着其在九天之上正式奠基并
迎来全面建设阶段。作为中国空间站的核心
舱，“天和”特殊结构和设计决定了其既是管理
控制中心，又是率先飞天、等待对接的目标飞
行器，它的成功发射意味着空间站奠基战告
捷，为后续建造任务的实施开辟了道路。围绕

“天和”，后续系列太空任务将陆续展开。二是
揭示建造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对建设
科技强国、航天强国的重大意义。空间站的诞
生是中国科技创新特别是航天科技创新达到相
当高度的结果，建设空间站这一宏伟目标激发
中国航天一路风雨兼程，不断超越自我，正在
实现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空
间站建成后必将“反哺”中国科技创新事业。
由于空间站能够提供微重力环境等得天独厚的
科研条件，是理想的科学实验平台和高端科研
基础设施，能够极大地推动科技创新特别是催
生重大、原始科创成果，从而引领和加速科技
强国建设进程。

从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确立“三步走”发
展战略算起，中国航天已在通往空间站的征程
上奋斗 29个春秋。今天，我们终于站在空间站
时代的门槛上，中国“太空之家”呼之欲出。
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道路往往越到最后越
难走，更须如履薄冰的谨慎，更须坚持到底的
韧劲儿。面对接下来艰巨的空间站建设任务，
贺电语重心长地勉励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阶段
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参加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
的各参研参试单位和全体同志，希望他们大力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自立
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
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进入全球服务
的新阶段，深化北斗系统应用面临广阔
前景和全新挑战，建设更加完善的北斗
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等后续任务依然
艰巨繁重。”

“三步走”、步步为营是中国多项航天“旗
舰”工程的一大特点。与正在进入第三步决战
决胜阶段的载人航天工程即空间站计划相比，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的第三步完成得稍
早一些，中国航天最终取得这一里程碑意义的
重大成就是在 2020年 7月 31日。当天上午，北
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对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发
出贺电。此前，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
星成功定点于距离地球3.6万公里的地球同步轨
道并完成在轨测试、入网评估等，正式“服
役”。

值得注意的是，北斗三号“收官”星的成
功发射和精准入轨、组网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背景下取得的，中国航天人不仅像既往一样
克服各种技术难题，而且做好了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切实做到了防疫、生产“两手”强，尤其难能

可贵。贺电对此表示高度肯定，一连用了“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勠力创新、攻坚克难”4个词语给
予褒奖，对他们成功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提
前完成系统建设，建成了我国独立自主、开放
兼容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表示“热烈祝贺和亲
切慰问”。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集双重角色于
一身。一方面，作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它的
建成开通是国家科技能力大幅跃升的直接表
现，贺电将其定位为“我国攀登科技高峰、迈
向航天强国的重要里程碑”；另一方面，作为提
供位置和授时服务的“大国重器”，它是中国献
给国际社会的一份厚礼，正如贺电所指出的那
样，它的建成开通是“我国为全球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

科技创新成就是时代的产物，“北斗三号”
建成开通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这是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新征程上夺
取的又一伟大胜利。同时，“北斗三号”建成开
通也成为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战略成
果”，在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科技进步永无止境。贺电指出：“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已进入全球服务的新阶段，深化北斗
系统应用面临广阔前景和全新挑战，建设更加
完善的北斗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等后续任务
依然艰巨繁重。”面向未来，贺电向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系统各参研参建单位和全体同志提
出诸多殷切期望。其中包括希望他们“大力弘
扬‘ 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
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由此可见，“北斗”已
升华为一座精神丰碑，“新时代北斗精神”与“两
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一起，成为宝贵的
民族精神财富，激励包括航天战线在内的广大科
技工作者更加努力奋斗。

三封贺电定义中国航天新高度
本 报 记 者 张保淑

这是蔚为大观的航天胜景。距离地球3亿多公里

的太空深处，中国自主实施的首个火星探测任务日前

迎来历史性时刻，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祝

融号火星车顺利传回火星照片并将按计划从着陆平台

驶上火星表面，开展巡视探测，进一步揭开这个红色

星球上亘古蛮荒的秘密。九天之上，刚发射入轨不久

的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已进入交会对接轨道，即将

迎来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后续的多连发也已“箭在弦

上”，中国向着建成并运营空间站的目标稳步挺进。与

“祝融”“天和”“天舟”交映生辉的是“北斗”，这个由

数十颗卫星组成的巨型导航卫星星座飞行于数万米天

宇，时刻俯视地球家园，提供高精度的位置和授时服务。

开展深空探测、建设与运营空间站、建设与运营全

球卫星导航星座系统都是中国航天“旗舰”工程，也被

认为是世界航天强国的“三大标配”，是对国家科技实力

和综合国力的极大考验。经过数十年、几代科技工作者的

接续奋斗，中国正在向建设世界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加

速前进，上述实践就是在前进道路上取得的最新成就。

对这些成就的意义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习近平

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所致贺电的相关

表述无疑最权威、最具代表性。通过贺电，我们能够

更好地把握中国航天发展的新高度，也能够更好地感

受人民领袖关怀航天强国建设的深情和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襟怀。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飞天主题漫画。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后效果图。

北斗导航卫星在轨运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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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库第一次喝止咳糖浆是通过朋友推

荐的，当时他年纪小，对任何事情都没有

防范心理，朋友对他说：“如果你不喝，

那我们就不和你玩了。”

几乎是没有任何思考，小库就接过了

朋友手中的止咳糖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种甜甜的液体，竟然会让自己上瘾。

从此后，小库再也离不开止咳糖浆，

一瓶100毫升的止咳糖浆，他一天要喝整整

4瓶。

每次喝下后，小库就会有种飘飘欲仙

的感觉，那种感觉很奇妙，仿佛你已经不

再是自己。

虽然一瓶止咳糖浆只要5美元，但对

于小库来说却不是个小数目。

他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父亲很多年

前就去世了，家里还有4个兄弟姐妹，妈

妈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找一些兼职，一

家人就这样相依为命。

为了满足自己喝糖浆的欲望，从前善

良、懂事的小库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到

最后他竟然开始偷家里的东西，包括母亲

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甚至是食物。

因为小库上的是寄宿学校，平时都不回

家，忙于生计的妈妈也无暇关心他，甚至家

里丢了东西，也不会想到会是儿子所为。

在小库“吸毒”的

两年时间里，母亲都没

有发现。

直到有一次周末，

小库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当时他手里拿着盘子

，眼睛无神，整个人都

是无精打采的模样，母

亲和他说话，他也毫无

反应，母亲这才发现他

的异常。

在母亲的帮助下，

小库离开所有的坏朋友

，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专心研究自己最喜欢的

音乐，忘记止咳糖浆带

来的快乐。

在母亲和小库的共同努力下，他成功

戒除了“毒瘾”。

在津巴布韦，像小库这样的年轻人还

有很多。

2

在音乐制作人费顿的带领下，记者们

来到了哈拉雷的贫民窟。

小费从小就生活在贫民窟，没有房子

，每天都只能睡在大街上。他曾经也被糖

浆成瘾困扰过，那时的他只要一有钱就会

去买糖浆。

现在他想帮助身边的朋友，摆脱这种

糖浆成瘾的恶疾，这些年轻人已经没有心

思工作，整天只想着喝糖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批的年轻人聚

集在街道上，碌碌无为，随时随地掏出药

瓶，老练地拧开，仰起头，张开大嘴，一

饮而尽。

5美元对于他们来说，虽然不算多，但

足以够他们饱餐一顿。

但津巴布韦的年轻人宁愿饿着肚子，

也要拿这笔钱去买一种含有酒精和可待因

的止咳糖浆。

在人来人往的街角、拥挤的公交车上

甚至喧闹的大学校园中，几乎每五分钟就

会卖出一瓶止咳糖浆，购买止咳糖浆甚至

比走进酒吧来杯鸡尾酒还要简单。

很多津巴布韦的年轻人睁开眼睛的第

一件事不是刷牙，而是把手伸向止咳药水

瓶。

酒吧门口、台球馆，聚集着游手好闲

的年轻人，好像他们每天醒来就是为了喝

糖浆。

可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药，为什么会

上瘾呢？这里面就大有学问了。

3

医学外的人，对止咳糖糖浆的印象就

是，口味甜美，在感冒时可以缓解咳嗽等

症状， 但如果过量饮用，就会上瘾。

这主要是因为，止咳糖浆中含有可待

因和酒精的成分，这也就是让他们上瘾的

主要原因。

可待因是从毒品界“教父”鸦片中提

取而出，但可待因算是比较温和的一种鸦

片类药物，它确实有止咳的效果，可以通

过抑制人的延髓咳嗽中枢，进而得到防止

咳嗽的目的。

但毕竟可待因是从鸦片中提取出来的

，所以它具有鸦片的特性：易成瘾、致幻

、兴奋等。

又因为止咳糖浆中还含有酒精，所以

在大量饮用糖浆之后，会让人进入醉酒和

高度亢奋的状态。

相对于毒品，止咳糖浆价格也要低很

多，花少量的钱就能麻痹自己，无疑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所有药物都会有副作用，长期饮用

这种糖浆会引发呼吸系统疾病、低血压，并

对大脑、心脏和肝脏造成永久性损伤。

可笑的是，他们并不担心糖浆给他们

带来的伤害，反而操心大量饮用会不会腐

蚀他们的牙齿。

为此，他们仰起头大张着嘴伸出舌头

，径直将药水倒入喉管，一饮而尽。

20分钟后，就可以感觉到飘飘欲仙，

这种感觉可以持续大概半天，就需要再来

一支。

年轻人本应该是一个国家最有活力的

人群，究竟是什么让津巴布韦的年轻人日

日萎靡，沉迷“毒品”呢？

从津巴布韦的堕落史中，我们找到了

答案。

4

曾经的津巴布韦是非洲南部较为发达

的工业国，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在非洲相

对来说较高。津巴布韦的很多工业必需品

不但能自给，甚至还能出口海外。粮食也

能自给自足，享有“南部非洲粮仓”的美

誉。

国家经济好，民众的生活自然也不是

问题。

但进入21世纪以后，土地分配不均衡

、政治腐败、西方国家的制裁等因素引发

了通货膨胀，导致津巴布韦币发生了严重

贬值。

如今的津巴布韦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

家之一，几乎成了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代

名词。

在这样的情况下，失业率也迅速飙升

，津巴布韦国内的失业率一度高达95%。

年轻人没有工作，生活压力大，于是

就把目光转向了止咳糖浆，他们寄希望于

这种虚妄的快乐来缓解压力。

一位长期服用糖浆的年轻人说：喝完

之后他们就可以忘记一切烦恼，不用思考

任何事情，身心只有放松与快乐。

5

粗略统计，津巴布韦现在有50%以上

的年轻人，饮用止咳糖浆成瘾。

这种病态的现象，津巴布韦政府也意

识到了问题，并开始着手治理。

早在4年前，政府就已经禁止出售这

种止咳糖浆，但这并不能阻止糖浆的流入

。

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从其他国家走私

的手段，继续向年轻人出售糖浆。

一位贩卖糖浆的小贩说，他们一般是

从南非进货，因为这种止咳糖浆的产地就

在南非。

他通过卖糖浆挣了很多钱，每50瓶大

概可以挣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50元）。

面对禁令，这些年轻人也没有一点点

惧怕，并说：即使是正在饮用的时候警察

来了，只要给2瓶给警察“意思”一下，

他们就会离开。

除了推出禁令之外，政府开始帮助

“吸毒”的人戒毒，但他们的手段十分简

单粗暴，直接把人关进监狱，强行戒毒。

或者把“吸毒者”带到精神病院，当

他们“毒瘾”犯了的时候，就给他们注射

一些安定的药物，以消除对可待因的依赖

。

但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重回街头的

年轻人，将会重走老路，继续沉醉于“甜

蜜”中。

在津巴布韦，也有一些正规的戒毒所

，但大都市私营的，费用很高，居住在贫

民窟的“吸毒者”根本无法承担。

关于止咳糖浆成瘾的问题，在津巴布

韦一直得不到妥善的解决。

去年疫情暴发时，津巴布韦人对止咳

糖浆的渴求变得更加强烈，糖浆供不应求

。

去年3月，市面上还出现了假冒的止

咳糖浆。

有一些年轻人甚至不满足糖浆带来的

快感，开始寻找更刺激的东西，比如可卡

因。

谁也没有想到，兴起于美国的“毒品

”会跨越大西洋，在非洲大地上愈演愈烈

。

本应该是治病的药物，却因为这些人

的滥用，成为了毒品。

可即使没有止咳糖浆，也许还会有别

的东西来荼毒津巴布韦的年轻人。毕竟让

他们沦陷的根本原因不是毒品。

也许，津巴布韦年轻人需要的是更多

的工作机会。如果他们拥有了正式的工作

，或者说热爱的事业，就可以真正摆脱止

咳糖浆，小库就是一个例子。

如何重振经济，这是摆在津巴布韦面

前的难题。

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引起了广大网友的注意，平日里我们治疗感冒的止咳糖浆在非洲竟然成了毒品。

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在津巴布韦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被丢弃的止咳糖浆空瓶，年轻人喝糖浆上瘾，也成为了津巴布韦

全国性的问题。

除此外，纪录片中有一个名叫库磁瓦克瓦什· 姆兰卡（以下简称小库）的年轻人，也曾是喝止咳糖浆的一员。

不过，经过努力，现在小库已经成功戒掉喝止咳糖浆的恶习。

通过他的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非洲少年是如何走上喝止咳糖浆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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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電視15.3的《生活
》已經開播9年了，一直是美南電視臺的重頭節
目，《生活》節目每月分為幾個主題，其中的
《生活》、《大嘴吃四方》、《味全小廚房》等
節目在休斯敦家喻戶曉。為了讓節目與時俱進，
《生活》節目去年八月起開始逐步改版，從9月
9日起隔周推出《三個女人一臺戲》，每期三個

女人侃閑篇聊八卦，各種輕松私密的女性話題
......節目主持人黃梅子同時也是《生活》節目總
製片人，《三個女人一臺戲》借鑒鳳凰衛視中文
臺的《鏘鏘三人行》節目，不過《三個女人一臺
戲》的主持人和兩位嘉賓均為女性，節目形式是
無主題閒談式節目，但內容有時事、社會、美容
減肥、愛情家庭、育兒時尚等，參加節目的兩位

嘉賓聘請休斯敦有一定知名度及學識豐富、有獨
特見解的女性，由於主持和嘉賓見聞廣博，學識
豐富，現場氣氛輕松愉快，三位美女如同閨中密
友般無話不說，各抒己見，不追求問題答案的
“正論”而是“俗人閑話”，融匯信息傳播、製
造樂趣，主持人與兩位嘉賓在閨中密談的氣氛中
以個性化的表達，交流自由觀點，呈現生活體驗
，不掩飾真實性情，所以談者津津樂道，聽者樂
趣橫生。

本期話題：如何進哈佛大學？嘉賓是畢業於
哈佛大學的EWC教育機構創始人Jane Chen 陳曦
和天使財富管理創始人 保險經紀人Angela Wang

。
請每周六晚上7:30鎖住美南電視15.3頻道，

收看《三個女人一臺戲》，重播時間為周日上午
9:30-10點，周一晚8點，周二下午1:30。

您也可以在手機上同步收看，請至APP Store
下載Southern News Group, 下載好以後點擊進去
首頁，再點擊STV就可以同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
15.3了。

網上收看請進去youtube頻道，搜索STV15.3
Houston Life，然後點擊“訂閱Subscribe”，以後
就能隨時收到訂閱提醒，收看到新《三個女人一
臺戲》了。

美南電視美南電視1515..33《《三個女人一臺戲三個女人一臺戲》》
——————孩子如何學音樂孩子如何學音樂？？

美南電視15.3《三個女人一臺戲》
———如何進哈佛？

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 MAIONEMAIONE

（本報記者黃梅子）上周《三個女人
一臺戲》話題：孩子如何學音樂？嘉
賓是休斯頓著名鋼琴老師丁琦和鋼琴
博士張瑩。
請每周六晚上7:30鎖住美南電視15.3
頻道，收看《三個女人一臺戲》，重

播時間為周日上午9:30-10點，周一
晚8點，周二下午1:30。
您也可以在手機上同步收看，請至
APP Store 下載 Southern News Group,
下載好以後點擊進去首頁，再點擊
STV就可以同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15.3

了。
網上收看請進去youtube頻道，搜索
STV15.3 Houston Life，然後點擊“訂
閱Subscribe”，以後就能隨時收到訂
閱提醒，收看到新《三個女人一臺戲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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