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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微信天天看美南微信天天看
今日之美國    今日之話題

掃碼速享資訊新視界

請關註
我們的新動態

Monday, 11/8/2021

凱蒂亞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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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SSN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縮寫, 意為社

會安全號，是美國社安局頒發給美國公民、美
國綠卡持有者、臨時（工作）居民的一組九位
元數字的號碼。SSN原本目的是用於追蹤個
人的納稅情況，但現在用途已被擴大到包括
區分個人身份，類似中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的作用，並與個人的信用綁定。在美辦理貸款
、申請信用卡、甚至連租公寓都需要用到社安
號，因此社安號對在美個體來說是至關重要
的。持有F1簽證的留學生沒有SSN，若其在校
內工作或處於OPT/CPT階段，則有SSN。

ITIN
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的縮
寫，即個人稅號，是美國聯
邦稅務局專門為非美國公
民沒有 SSN 社安號但又有
報稅需求的個人設立的報
稅號，同社安號一樣，個人
稅號也是九位數。需要注意
的是，擁有ITIN並不意味著
可以在美國合法工作，也不
能享受美國的社會福利，可
以說 ITIN 的作用僅僅是用

於非SSN個人報個稅。

EIN
Emplo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的縮寫

，即聯邦稅號，也叫雇主識別號，是美國聯邦
稅務局識別每個公司納稅人的編號。除了沒
有雇傭員工的個人所有公司外，每個美國公
司都必須申請聯邦稅號，用於今後公司報稅
使用。EIN也是在美國本土開設企業銀行帳
戶時必須提供的公司檔之一。

不難看出，SSN和ITIN是個人用於報稅
的稅號，而EIN則是公司或企業用於報稅的
稅號。SSN關聯著個人的信用，EIN則關聯著

公司、企業的信用。銀行會根據EIN記錄審核
企業的商業貸款申請，和個人貸款相比，商業
貸款額度更高。在抵稅方面，很多開銷都可以
算作公司費用，可以直接抵扣公司的利潤，達
到減稅的目的，因此EIN報稅也更有優勢。

很多在美國eBay或Amazon上開店的
個人，每年年初或年底都會收到eBay或Am-
azon寄來的1099報稅表，若沒有美國社安號
不能正常報稅怎麼辦呢？辦法一：在美國註冊
一家公司，申請EIN聯邦稅號，以公司的名義
報稅；辦法二：申請ITIN個人稅號，用ITIN來
報稅。在美留學生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由於留
學生不能在校外打工（OPT和CPT除外），若有
收到1099報稅表，最好的方式就是註冊一家
美國公司來報稅。

（文章來源：美房吧，meifang8kefu）

SSNSSN、、ITINITIN和和EINEIN的區別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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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房約見經紀人買房約見經紀人，，你該和他們你該和他們
討論些什麼討論些什麼？？

在購置新房時，為了能更便捷的擁有一處屬於您和您家
庭的幸福空間，和您的經紀人溝通是很重要的。

為自己和家人選擇一處新的住處是一件令人激動的事，
這也是一個很重大的決定。通常，許多人在買房的過程中卻
過於注重分析。他們可能會這樣總結他們的新家需求:“我們
想要一套200㎡的房子，有三間臥室和一個兩車位的車庫。”
雖然這些絕對是需要記住的因素，但它們並不是最重要的。
購買新房不僅僅是面積或臥室的數量；這會是您長久生活，
和家人共度幸福時光的地方。

那麼，當您開始約見您的經紀人時，您需要讓他們瞭解
您在新家最需要的是什麼，以及如何幫助選擇最適合你的家
。為了讓您知道應該討論什麼，這裡有10個方面可以給您參
考。

01購置新房的理由
一定要告訴您的經紀人您搬家的主要原因。人們搬家有

很多不同的原因，通常這會幫助經紀人更好地瞭解您的需求
。也許是有了一份新工作；或者是剛結婚，有了一個孩子；又
或者想要與父母共同生活。也許是需要更多的存儲空間，或
者是厭倦了現在生活的區域。不管是因為什麼讓您選擇換置
新房，一定要分享這個理由。這可能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上
會有很多人多人忘記提及!

02入住期限
由於美國的房產特殊性，總是有大量的期房，為了更加

順利的入住新家，最好還是早早和您的經紀人溝通下具體的
入住時間吧~ 對於一些家庭來說，在新學年開始前的夏季搬
家是很重要的。另一些人則希望在寶寶出生之前就把新的育
嬰室準備好。當然，您也可以根據租約到期、新工作、婚禮、假
期等來計畫具體的入住日期。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家庭選擇
利用Lennar的快速入住優勢，這樣他們可以在30天內搬進

新家。無論您的入住日期是什
麼，請告訴你的經紀人，他們
將能夠幫助您輕鬆順利的入
住新家。

03入住地周邊的
資訊

您的新家經紀人，不僅僅是專業的
購房顧問，也會是幫助您熟悉周邊的最
好夥伴。如果您需要關於小學、雜貨店和
開車上班的最佳路線的建議，他們可以
提供幫助。記住也要談談您的愛好和興
趣—比如徒步旅行、打高爾夫球、購物或
者只是出去吃個飯—這樣您的經紀人就
能給您提供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去。不
管是要搬到別的州去，還是要在當地生
活一輩子，您的新家經紀人都能給您提
供最大的幫助。

04家人對搬家的感受
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一點，但這確實

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對於搬家，進入一個
新的環境，不一定每個人都充滿了期待
和喜悅，也會有些緊張焦慮的。搬家對一
些人來說並不是愉快的經歷，所以與您
的經紀人分享這些細節可以說明他們瞭

解所有的動態。這也能給您機會去瞭解您家人的感受，去更
容易接受新家。例如，如果您的孩子喜歡運動，就可以問問您
的經紀人關於社區及周邊的運動設施；至於工作路程，可以
看看交通便捷的地區。總之，一定要告訴您的經紀人，以便減
少選擇的困難。

05現有住房的困擾
讓您在新家感到快樂的關鍵是把您在舊房子裡的煩惱

拋在腦後。當然，如果在您之前的家裡
困擾著您的事沒有得到解決，那麼，這
還會再次困擾您。是討厭以前的衣櫥
有多小嗎？或者是因為上一個廚房沒
有櫥櫃空間嗎？又或者是否厭倦了週
末的房屋維護專案？再或者是因為鄰
居關係？也許是已經厭倦了在街上找
停車位，又也許是希望有更多的餐館
外賣選擇。總之，和您的經紀人聊聊吧
，讓您的新家遠離這些舊的困擾。

06最常使用的房間
在新家裡，花最多的時間會在哪

裡? 您是在家辦公，需要一個安靜、舒
適的辦公空間嗎?又或者，您是一個狂
熱的廚師，喜歡在週末在廚房烹飪烘
焙嗎? 還是喜歡娛樂嗎，想要盡情遊戲
嗎? 還是喜歡一個大的餐廳嗎？或者希
望享受spa之夜，想要一間豪華的浴室
? 無論在哪裡，這都將是最重要的，一
定要告訴您的經紀人，這能更快的讓
經紀人為您準確的匹配合適的房源戶
型。

07新家中最期待的空間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考慮住進新家時，您會對什麼

最感興趣? 擁有一個可以坐著看星星的戶外空間會讓您快
樂嗎? 是否一直想在假期舉辦一次家庭聚會? 您對孩子們可
以在一個安全的社區裡玩耍感到興奮嗎? 每個人的情況不
同，所以每個人都會對不同的事情感到興奮。所以，您也可以
選擇和您的經紀人分享這些，這可以幫助他們為您和您的家
庭打造一個完美的新家。

08您的購房經歷
這是個很棒的分享，讓您的經紀人瞭解您是第一次參觀

樣板房，還是已經逛了一陣子了；或者，您是否與其他社區的
代表進行過一些很好的交流，或者您是否有過一些不太好的
互動? 有時尋找一個合適的新家會很有壓力。如果是這樣的
話，告訴他們什麼可以進行得更順利。如果到目前為止您諮
詢的結果很好，也可以告訴他們為什麼。當您和經紀人分享
這些資訊時，這些會讓他們知道如何避免您過去經歷過的任
何問題，並繼續做那些讓您感到愉快的事情。

09是否有心儀的社區
不要顧忌談論您心儀的其他選擇! 您的經紀人瞭解您可

能正在探索多種途徑，所以公開討論這些問題並不失禮或粗
魯。記住，您的經紀人將是當地和其他社區的專家，所以他們
可以快速幫助您瞭解他們之間的異同。並且在溝通的過程中
，也方便您做出明智的決定。

10您對購房流程的熟悉度
如果您之前買過房子，這對您來說應該不會是什麼難事

。但如果這將是您第一次購買，那麼您有可能不知道它是如
何運作的，這個問題，您的經紀人能很好地幫助您解決的! 您
的經紀人可以讓您清楚的瞭解這個過程是什麼樣的，並一步
一步地陪伴輔助您，直到您順利的入住新房。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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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屋裝修須守法美國房屋裝修須守法
否則你要吃罰單否則你要吃罰單

室內設計，是一種以居住在該空間的人
為物件所從事的設計專業，需要工程技術上
的知識，也需要藝術上的理論和技能。

泛指對室內建立的任何相關物件，包括
：牆、窗戶、窗簾、門、表面處理、材質、燈光、
空調、水電、環境控制系統、視聽設備、傢俱
與裝飾品的規劃。

申請裝修許可到底應該是屋主自己去
申請，還是負責裝修的專業裝修隊去申請呢
？

有兩種選擇：
如果是自己會裝修，而且自己會花一些

裝修的設計圖提供給市政廳審查，那麼就可
以自己去申請裝修許可；

但是如果完全不懂，就要找人包工程，
就應由承包工程的人去申請。這樣，責任的
歸屬才會清楚；

如果您只是找個裝修工人幫手，由您自
己施工那就是您自己申請。

正規公司向來都是以自己名義申請執
照許可，而非轉他人或
屋主申請。

也就是說如果屋
主自己去申請裝修許
可，一旦裝修出了問題
就是屋主自己負責。

但是如果是由裝
修隊申請，那麼有什麼
問題是由裝修隊負責
的。

室內裝修涉及到
需要申請裝修許可的
範圍

室內裝修只要是
涉及到水電都是需要
申請裝修許可證。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規
定，結果就會惹一些不必要
的麻煩。

例如：有個人買了一棟
房子，當時洗衣間是在一樓
，他覺得占地方，就找了幾

個裝修工人把洗衣間搬到地下室去。為了通
風好他就在洗衣間旁邊開了一個排氣扇，結
果鄰居很不滿意就把他們舉報了。

市政廳的人過來一看，發現他們把洗衣
房挪到了地下室，因為把洗衣間挪去地下室
，既要把水管引下來，又要接電源，涉及到水
電的改建，又沒有申請裝修許可證，就給他
們開了一張罰單。

而且不僅僅是要交罰金而且還要將洗
衣房拆除，就算想去再補一個裝修許可都沒
有機會。

如果想要重新建，就還要再按照正常程
式走一遍，申請許可證，把裝修圖紙交給市
政廳，再裝修，驗收。

花了大價錢不說，而且還浪費時間。
那如果沒有人舉報他可能就沒有問題

了是吧？很多人是不是就抱著這樣的僥倖心
理呢？

其實如果裝修沒有被發現或者舉報，但
是一旦因為裝修不當導致房子淹水或者著
火，保險公司都不會理賠的。

而且將來賣房子的時候發現和原來房
屋的圖紙不一樣，也還是會被要求拆除的。

到底什麼樣算是涉及到水電？需要申請
裝修許可證？

換個水龍頭，還有插座這樣較小的專案
不需要申請許可證。但是如果自己不是有十
足的把握能夠做好，就還是最好請人來做。
一個小小水龍頭有可能就讓一棟房子變危
房。

電也是一樣的道理，一旦自己裝插座沒
有裝好，萬一引發短路就會造成火災。

很多家庭使用天然氣，這個可能也屬於
有一定危險性的，那涉及到這部分的裝修是
不是也需要去申請？

但凡涉及到水電煤氣
這樣的裝修還都需要申報
。

如果想要拆除一些牆
板，超過四分之一就需要
申報。很多人在這個問題
上有誤解，這個四分之一
不是指整棟房子的四分之
一，而是一面牆的四分之
一。

儘管美國的這種牆是
石膏板的，感覺好像拆除
也很簡單，但是畢竟這些
牆板也是安裝到房屋的木
質結構上的，所以大面積

拆除時如果處理不當，還是會影響到房子。
地下室的裝修有哪些事需要申請許可

證呢？
地下室的裝修需要注意的就是，一般地

下室是沒有衛生間，如果你打算在地下室裡
裝修一個衛生間，像這種設計到要把水管和
下水引過去的裝修是必須要申報的。

另外，地下室如果打算做個隔間這些裝
修也都需要申請。還有安裝煙霧報警器也是
需要申請的。

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裝修施工隊
的專業程度。

想在裝修上省錢，一定不能省到雇傭裝
修隊上，只有正規的裝修人員才能保證裝修
的品質。

有些人為了省錢，隨便找了幾個工人過
來拆，沒有想到拆完找市政廳的人過來看。
他們一檢查，因為那些裝修的人不夠專業，
結果在拆除牆板的時候把他們家房屋承重
的房梁就給傷到了，影響了房梁，所以你必
須要更換新的房梁才能驗收通過，就這樣找
裝修隊，購買材料加更換房梁又要花了三個
月的時間。

浪費時間又浪費金錢，專業的裝修隊會
比較瞭解房屋結構不會蠻拆，不會損傷房屋
結構，而且還會負責將拆除的垃圾拉走。

因為專業的裝修公司有購買保險，所以
出了問題會得到賠償。相反那些不專業的裝
修隊就無法達到這樣的要求，而且裝修出了
問題也不負責。

如果整棟房子裝修，是不是每一項裝修
都要去單獨申請呢？

在申請施工許可時，市政府會根據圖紙
或者申請者所填寫資料來計算費用！

例如：要申請者填寫有哪些電方面的改
建，根據施工多少來結算費用；再統一計算
水工許可證費用，依此類推再給總數一次付
清！

最後提醒各位讀者，不管是室外還是室
內裝修，需要申請許可的裝修還都是從居家
安全角度去考量的。

畢竟裝修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提高生
活品質，所以為了裝修得更舒心一定要做到
安全裝修不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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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恋，很多人都经历过，也有不少

人会有挽回感情的念头，你会用什么方

法挽回恋情？

“85后”杭州女子李欣为了挽回前

男友，在网上找“道士”作法，结果没

等来前男友的回头，却让自己陷入了更

深的烦恼之中。

放不下前男友的姑娘

李欣和前男友分手后，一直放不下

。2019年8月，李欣在百度贴吧上看到

这样一个帖子：“青城山清风道士，12

岁出家，20余年专注修道，作法解难题

，解决感情问题、修复情感破裂……”

随帖子配发的，是“清风道长”身着白

袍、气质很仙的照片。

李欣有点动心，但也担心遇到骗子

。直到有一次，清风道长在线打假了一

个“假道士”，还发帖列举了此人招摇

撞骗的举动。“这位道长总不会贼喊捉

贼吧”，李欣想。

至此，李欣的顾虑全打消。她立即

联系了清风道长，加其微信，并表示希

望通过做法事与前男友破镜重圆。

清风道长回复她说：“只要交钱做

法事，半个月内就能和前男友复合。”

李欣马上按照其要求转款2000元。法事

做完以后，清风道长告诉李欣，一切顺

利。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李欣没有等

到前男友的信息。她有些着急，清风道

长安慰她：“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帮别人

做法事、看风水和八字，都是有效果的

呀，要不你再等等？”

李欣很是揪心：“师父，麻烦您再

想想，是不是做法事的过程中哪里出了

问题？”

道长回复说：“我最近打算购进一

批法力强大的法器，等我购置完毕，再

免费帮你做一次吧。”

李欣觉得有道理，要挽回一个人哪

有那么容易，于是耐心等待。

收费名目极多的“道士”

过了几天，为了能让清风道长尽快

给自己做“高级别”的法事，李欣又出

资8000元赞助道长购买“厉害”的法器

。然而，法事做完后，前男友那边依然

没有动静。

失恋之后，李欣一直无法直面事实

，独自在外地工作的她身边也没人可以

倾诉，苦闷的她忍不住向清风道长发微

信诉苦，“我现在每天都浑浑噩噩，干

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我昨天做梦梦见

他来找我了，今早上一醒来就打开手机

，一条信息也没有”……最多的时候，

李欣一天会给清风道长发二三十条信息

。

一开始，清风道长会耐心地回复几

句高深莫测的话，后来便开始敷衍，甚

至佯装发火：“你这姑娘听不懂话嘛，

师父我这么忙，还要耐心劝导你，你却

硬要钻进死胡同。你越这样失去自我，

他越不回来。”

李欣也觉得自己这样微信轰炸不太

好。此后，李欣每次在发信息给清风道

长求安慰后，都会自觉发个小红包给他

，清风道长全都收下了。

几个月过去了，李欣给男友发过几

次信息，对方均不回复。而李欣此时已

经给清风道长转款6万余元，几乎花光

了所有积蓄。

偶尔，她也会忍不住追问：“师父

，法事起效果了吗？为什么我感觉不到

变化？”好半天，清风道长才给出个模

棱两可的回答：“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

人，事在人为，你不去主动联络，怎么

知道有没有效果？”

李欣想想也是，于是主动约前男友

吃饭见面，却遭到对方的拒绝。她追到

男友家中，也吃了闭门羹。

作法遭到“反噬”的“师兄”

李欣终于耐不住性子了：“师父，

做了那么多次法事为何都不奏效？我可

以去青城山找你吗？”

然而，李欣登门拜访的请求每次都

被清风道长以各种理由拒绝，“师父最

近有很多场法事，要出差去外地，不在

山里”，要不就是“身体有恙，需要休

息”。

而此时，李欣老家突然传来消息，

她母亲患上癌症。李欣一下子懵了，又

开始求助清风道长。

“此事重大，我要和几个师门的兄

弟联合作法才能起效果，费用不低。”

“多少钱都行，毕竟是我妈生病了

。”李欣急了，有些病急乱投医。

“行，你先准备好2万元吧。”

于是，李欣开始想尽办法筹钱，甚

至开始用信用卡透支。

给清风道长转了2万元后，李欣致

电家人，得知母亲未好转，李欣询问清

风道长，得到的回答是：“效果肯定是

有的，只是没那么快。因为帮助你母亲

的这场法事太凶险了，我师兄在作法中

遭到反噬，受了重伤。”

李欣急得手足无措，对方又发来信

息：“我们到处筹钱给他治病，姑娘你

要是有良心，他的医药费你要承担啊。

”

此时，李欣也顾不上去核实真假：

“对不起啦，师父，我真的没想到会这

样，你等着，我去筹钱。”

清风道长接连发了几张“师兄”面

色土黄、躺在ICU的病床照给李欣后，

李欣更加相信了，从信用卡里贷出8万

元转账给清风道长。

清风道长告诉李欣：“姑娘，等我

师兄醒了，他一定会感激你的。”但是

两天后，清风道长却跟李欣说：“我师

兄重伤不治，你能拿出多少钱吧？”

至此，男友未挽回，母亲未治愈，

李欣却已经向对方转账20余万元。

一人分饰两角的骗子

接下来一个多月时间，清风道长仿

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李欣发给他的信息

均石沉大海。

过了半年，一个自称是清风道长徒

弟的人突然联系李欣，告诉她：“清风

师父生了重病，我们做法事都离不开他

，现在我们给他治疗花光了积蓄，多方

打探，我才问出来师父有你这么个朋友

，希望你能够给予救济。”

在清风道长失联的半年，李欣也没

人说心里话了，状态比之前还要差，虽

然前男友也没信儿，但她仍感念清风道

长与自己相识的缘分，所以，李欣还是

向这个自称清风道长徒弟的人伸出了援

手。

随后，清风道长也跟她联系上。李

欣难免在言语中透露出失望和怀疑，清

风道长说：“这样吧，我让徒弟吴钢来

杭州与你见面，助阵你的法事效果。”

没多久，吴钢果真去杭州和李欣见

了面。吴钢给李欣“助阵”三次，李欣

自然向他支付了费用，还为吴钢提供食

宿，这些钱都是李欣网贷来的。

和清风一样，吴钢继续以各种明目

向李欣借钱。每当李欣要求对方还钱时

，吴钢就称自己生病、被逼债，以各种

借口拖延还款。

随后，李欣发现自己已经债务缠身

了，但她还是执迷不悟，发信息给清风

道长：“先不说钱的事了，我现在只求

我妈妈的病能治好。”

清风道长不予回复，李欣再次发信

息：“师父你退我点钱吧，我吃不上饭

，快活不下去了。”

债务压身，母亲重病，爱情无着，

李欣逐渐对生活失去希望。

今年1月，清风和吴钢几乎同时不

再和李欣联系。李欣这才恍然醒悟，在

别人的鼓励下报了警。2月底，民警在

杭州抓到吴钢。

吴钢原名吴伟，是个“90后”，靠打

零工为生的。2019年7月，他突然想到一

个“生财之道”，在网上发帖，化身“清

风道长”，骗人敛财。据查，吴伟从未获

取任何宗教从业资质，清风道人和吴钢二

人也均是他一人假扮。据调查，截至案发

，吴伟共诈骗李欣26万余元。

今年6月8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判

决，吴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处罚金1.2万元，并责令其退赔被害李

欣26万元。

放不下前男友，姑娘网上找道士作法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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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美國房地產時應考慮的投資美國房地產時應考慮的44件事件事

許多外國人都有在美國購買房地產以
出租的想法。

他們喜歡美國是一個透明市場的想法。
價格是透明的，有很多出租代理來處理您的
財產，並且有全套的服務。

但是，許多希望在美國投資的外國人都
不熟悉西方市場，也不真正瞭解其中涉及的
內容。

今天，即使我認為房地產投資的未來不
在美國這樣的大型發達市場之外，我還是要
轉過身，與那些想在美國投資的人進行交流
。

因此，如果您是希望投資美國房地產的
外國人，請考慮以下四個主要因素：

一訴訟風險計畫
對於對美國房地產感興趣的外國投資

者來說，這裡有很多物業，但是也有很多訴
訟風險。

如果您在美國投資，首先應該瞭解的是
，對於房地產投資者而言，這是世界上最高
的訴訟風險。

這實際上不是西方的事情，而是美國的
事情。如果您在英國或愛爾蘭投資，這不是
什麼大問題，但是在美國，人們喜歡互相起
訴。

來自美國的人們經常會進入我們談論
的一些新興市場，看到釘子從牆上伸出來，
開始恐慌，就像有人要來一樣，如果有人從
釘子上弄了點頭，就拿走了他們擁有的一切
。

但這並不是大多數國家/地區的工作方
式。

但是，這是美國事情的方式。如果您不
習慣這種做法，則需要瞭解訴訟風險。確保
您有一位律師來為您正確安排在美國的事
務。

您將需要購買大量保險，並且需要考慮
下一點並制定資產保護策略。

二制定資產保護策略
這些年來，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使用

LLC來持有其財產。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一
種更具稅收效率的結構，具體取決於您的居

住地和您本國的個人稅收
情況。

美國有很多人使用有
限責任公司（有限責任公司
，這是與公司不同的透明結
構）來持有其財產。有些人
將每個資產都放在自己的
有限責任公司中，而其他人
則將2到5個資產都放在一
個有限責任公司中。

無論您做什麼，都需要
將物業放到投資州的有限
責任公司中。如果您在不同
的州進行投資，那可能會使
事情複雜化。

但是，確保您的資產得

到保護（確保有人不會滑倒在香蕉皮上並起
訴您並收回您投資的所有財產），這絕對是
美國房地產業的關注點。

制定相應的計畫。

三提交您的美國納稅申報表
現在，您需要瞭解的第三件事是，如果

您打算在美國投資，則需要提交納稅申報表
。

非居民投資者有不同的形式，並且可能
會有不同的稅收待遇，但是您要確保您不會
對美國國稅局IRS感到困惑。

在某些國家/地區提交納稅申報表是可
選的，或者人們不這樣做，而且沒人能真正
追蹤到您。在美國，IRS的使用要多得多。在
美國，人們擔心IRS的方式是其他許多國家
的人們都不擔心其稅務機關。

但是，如果您正確，合法地進行所有操
作，則無需擔心國稅局。

尋找一個出色的稅務專業機構或人員，
他們是他們工作的專家。在我的世界中，我
要說的是，沒有國際關注的美國稅務籌辦者
，千萬不要在海外做任何事情。後果太大了。
如果我以外國人的身份
投資房地產，我希望有
一個專注于與外國投資
者合作的人。

當您投資美國房地
產時，請做同樣的事情。

尋找一個習慣於與
外國人打交道的人，而
不僅僅是美國人。尋找
一個熟悉外國非居民外
國投資者的稅務專業機
構或人員，以確保一切
工作正常。

如果您僅賺取少量
租金且正在折舊，您可
能無需支付大量稅款，
但請確保一切都符合要
求，因為罰款是相當可
觀的。

並且，如果您有有限責任公司，則對於
任何在一個日曆年內進行交易的有限責任
公司，都需要提交一份稱為表格5472的資訊
性申報表。不提交文件的罰款最近增加到25,
000美元。該規則不僅適用于房地產投資者，
還適用於使用美國結構的任何人。

四避免遺產稅
當以外國人身份投資美國房地產時，很

有可能觸發遺產稅，而當您去世時，美國政
府將拿走您的大部分錢。

第四是遺產稅以及如何避免美國遺產
稅。現在，您會認為，如果您不住在美國而死
了，美國就不會從您的資產中out走。

也許您住在他們的住所徵收遺產稅，或
者您正在遵循我們的策略，而您已經搬到了
一個不徵收遺產稅的國家，但是即使您不是
美國納稅人，您也可能要繳納遺產稅。你的
死亡。

而且我們都不知道我們何時會死，所以
正確地做到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您是美國納
稅人，則可以獲得數百萬美元的遺產稅免稅
額，您可以在整個生命週期中通過統一的遺
產稅抵免額使用。

但是，如果您不是美國納稅人，則死亡
時的免稅額要低得多。我們正在談論數萬美
元。

如果您有一個好的出租物業，您將觸發
該遺產稅。然後，當您去世時，美國將要徵稅
。

現在，您會認為“我與美國有什麼關係？
我為什麼要支付這筆稅？”好吧，因為您擁有
美國資產–美國房地產。如果您是外國人，
並且以自己的名義擁有美國財產，那將是一
個問題。

我一直看到這個問題。人們想在美國進
行投資，他們想使用我的trifecta方法購買房

屋。也許他們想以相對稅收優惠的方式度過
三四個月，住在紐約或洛杉磯。

外國人一年可能在美國居住幾個月。您
可以在那裡擁有房屋，沒問題。或者，您可以
購買美國股票或類似的東西，但您想瞭解這
一特定問題並適當安排事務。

如果您打算在美國投資或消費時間，則
需要保持多元化的心態，並以國際化的方式
安排事務，以確保您不會觸發遺產稅。

您應該投資於美國房地產嗎？
如果您是在美國購買房地產的外國投

資者，那麼在嘗試之前，您要考慮以上四點。
在決定使用美國房地產之前，請考慮所

有選項。尋找其他可以帶來更好回報的投資
機會。

（（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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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產快速入門美國房產快速入門 ----
瞭解美國房屋產權知識瞭解美國房屋產權知識

在紐約買房是許多華人移民的心願，許多人次買房是和
父母、兄妹、親戚等合資共同購買，卻對於房屋產權問題有諸
多疑惑。

房屋產權知多少：在美買房等於擁有土地;如何界定夫
妻共有產權?

在中國，購房者只有房子的使用權，非私人所用。但美
國法律規定，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購房者等於擁有這塊
土地。如果合夥購買，產權持有方式則根據各州法律規定而
不同，以紐約州為例，多人產權持有方式主要有三種：夫妻
共有產權、聯合產權以及按份共有產權。

以夫妻共有產權為例，美國很多州一般結婚後購買的
房子就歸夫妻共同擁有，不管產權人是寫一個人的名字，還
是兩個人的。但是在紐約州則有所區別，紐約州的法律是保
護產權擁有人，產權寫了誰的名字，誰就擁有這個房屋買賣
權。所以夫妻共同擁有的房產產權需要將雙方名字都寫入
產權證。

夫妻產權若只有一方名字，產生糾紛只要舉證也可分
得部分財產

如果房產證只有一方名字，則該人擁有處置房屋的買
賣與出租的權利。另外，紐約婚姻法秉承夫妻財產秉承公平
分配原則，假如房產證上只有一方名字，一旦產生糾紛，另一
方則可舉證自己對家庭的貢獻，也可分得部分財產。

聯合產權拼“活得久”：買賣須雙方同意，不可轉手他人。

父母聯合子女購買，則不必交遺產稅
聯合產權具有產權一致，時間一致，利

益一致和佔有一致的特點。產權人同時獲得
產權，確權依據的檔也相同。各產權人不區
分產權份額，也不能單獨處分各自的產權。
如果某一產權人去世後，其他在生的產權人
按份自動獲得其產權,。因此聯合產權是不能
用遺囑的形式處置的。法律規定，聯合產權
的產生必須有書面檔明確約定，各產權人是
以聯合共有的方式共同持有產權的。例如，
一些州規定稱夫妻雙方以聯合產權的形式

持有產權。
很多父母選擇與子女聯合購買房產，這樣一旦父母百年

之後，父母名下的房產則自動歸給子女，省去立遺囑的各種
手續，也不必繳遺產稅。但聯合產權繼承的房產出售時將有
較高稅務，個人還應諮詢會計師以權衡利弊。

共有產權：產權清楚，可以獨立買賣股份
產權持有人按百分比共有產權，各自可以獨立買賣股份

。
完善的產權保障制度：美國產權保險保護房產持有者
美國很多房子動輒就有上百年歷史，因此有些房子則可

能存在拖欠貸款稅務等產權問題，這就使得美國產權保險顯
得十分必要。相比廣受大家瞭解的房屋保險，產權保險主要
為房產持有者在遇到產權糾紛或者資金貸款問題時提供保
障。

產權保險是一次性購買，不需要每年都交錢的。因此，地
產律師提醒民眾，儘管產權保險並非強制，但仍建議屋主購
買，以防出現產權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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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買房前必須要知道哪些事在美國買房前必須要知道哪些事？？
來到美國的移民，大多以買到自己的住房為第一個人生

目標。覺得隻身在外，只有擁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是有了自己
的家，有了那份溫馨與安逸。正因為這樣，我們在買房子時更
要考慮周全，為了買到最適合自己，並且性價比高的房子，接
下來的黃金準則或許可以幫到你！

美國房源充足市場完全透明
對於海外買主來說，沒有房源不足問題，只有是否可以

找到熟知當地情況經紀人的問題。
美國有一個屬於經紀人共用的房源系統，簡稱MLS，每

一個經紀人都把自己代理的房子都上傳到這個系統。所有的
上市屋都在這個系統中完全透明。一般，大的都會區會有一
個的MLS網站, 以大洛杉磯區為例, 每天都有約8萬至10萬
個房源在市, 所以房源十分充足。

看上的房子該如何出價
美國是一個資訊很透明的地方，在看好一處房產後，經

紀人大多都會說明客人做房屋的價格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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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幾倍的價格才能買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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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產權並非要永久持有

眾所周知，美國產權是永久性的，所以，許多剛來的中國
買家都會有“在美國買房就要住一輩子，甚至要代代相傳”的
觀念。其實這與美國的實際情況不太相符。

根據歷年平均統計, 美國人大約7年左右就會換一次房
屋。換房的原因多樣，比如工作地點改變,子女外出讀書, 家
庭人口變化, 或者退休後把成熟城區換到偏遠安靜的地方等
。美國換房頻繁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沒有戶口的限制, 同時城
市鄉村差距小，住在哪裡都很方便。

美國房產可以出租
多買家擔心房屋無法出租的問題。其實是過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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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於賣價是否符合市場。

美國房地產市場是很公開透明的, 經紀人可以從MLS得
到準確的資料。所以買家要買房的時候,在要求經紀人做房
屋估價外，不妨也要求做一個租價評估。

不要因為凹低價對房子吹毛求疵
許多買家為了砍價而故意雞蛋裡挑骨頭，這個做法是有

別于美國文化的。在美國習慣中，是因為喜歡這個房屋而出
價。會選擇出價的原因，必定是已與其他房屋比較後，覺得它
是其中最符合條件或者是性價比最高的。

挑毛病只會讓賣家反感，適得其反。賣家有可能會直接
不考慮買家的出價而選擇別人。在另一方面，通常稱讚賣家
的房子是博得賣主青睞的方法。尤其越好的房子，賣家在賣
出的時候就像嫁女兒一樣, 希望能賣給一個真心喜愛它的人
。

不要要求賣家隨房附送傢俱
在美國，房子買賣與傢俱買賣是分開的。通常買賣房屋

的時候，房價包含了不可移動的裝飾，比如固定在房屋的吊
燈，地角邊飾，嵌入式的櫃子，嵌入式的電器等不可移動的配
件。

而可以移動的配件都是屬於個人的物品, 比如沙發, 桌
椅都是不附著在房子上面的，因而不包含在屋價內。另外，盆
栽可以移動，便不含在房價內，院子裡的樹是種在地上不可
以移動的就包含在屋價內。

賣家賣了房子，不一定願意賣他的傢俱。如果說屋內有
自己喜歡的傢俱或裝飾，買家可以提出購買建議，雙方再行
商議。（（文章來源文章來源：：美房吧美房吧，，meifangmeifang88kefukefu））



AA66星期一       2021年11月8日       Monday, November 8, 2021
人民日報版

焦点话题

几次试错
终遇发展良机

7 年前，师鹏飞并不知道自己能在农
业这条路上坚持这么久。

创业之初的两年时间里，他流转了
200 多亩地，种过辣椒、养过鱼。但是，
这些项目没给师鹏飞带来预期的收益，反
倒让这个年轻的创业者实实在在地尝到了
创业的艰辛。

“我们最初种了 80 亩的温室辣椒，先
是遭到了冻害，后又遇到病虫害，好不容
易熬到了上市，又赶上那年的辣椒市场行
情低迷。”师鹏飞忘不了 2015 年 10 月的无
奈，那时的他刚刚返乡创业 1 年多，前期
投入的几十万元已经折损大半，一盆盆冷
水浇得人心凉。

明明花了那么多精力细心种植养护，
怎么就换不来好结果呢？师鹏飞觉得心
酸。选择返乡发展农业的时候，身边没几
个人理解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难道是自己
把这条路想简单了？

认真审视和反思自己的创业之路后，
师鹏飞认识到，单靠热情与干劲远远不
够，要想提高抗风险能力就必须加大技术
投入，走科技兴农之路，不能“盲目跟
风”。“创业初期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
看着市场上今年什么卖得好，我们就跟着
种，结果第二年价格却上不去。”师鹏飞
说。

挫折并没有让师鹏飞放弃，在经历了
若干次试错后，他重新调整方向，决定种

植食用菌。彼时，南阳西峡县的食用菌产
业正在蓬勃发展，这让师鹏飞看到了新的
机会。“与他们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交
通，我们这里距离中部地区最大的农产品
批发交易市场只有 30 公里，运距短，能
极大降低运输成本。”师鹏飞说。

不断实验
突破菌种限制

一年多之后，看着眼前的香菇、木耳
第一次打开了销路，师鹏飞终于松了一口
气。他知道，自己这次选对了。

2017 年，伴随着开封精准扶贫工作的
深入推进，师鹏飞的食用菌种植项目得到
了政府部门的有力支持，当地建起了食用
菌扶贫基地。经过几年发展，最开始的 4
个小棚已经变成了如今的 300 万棒食用菌
基地。

刚开始推广食用菌种植的时候，乡亲
们不了解食用菌，缺乏种植经验，也对收
益有顾虑，多多少少有些抵触情绪。为了
帮助农户放下包袱，大胆试种，师鹏飞分
批将农户请到食用菌种植基地，耐心进行
技术讲解。有的农户缺乏资金，师鹏飞和
团队就在前期免费给农户提供菌棒，最后
再按照市场最高价来收购食用菌。他说，
其实当时团队的资金链也很紧张，但大家
心 中 的 念 头 一 致—— 不 能 让 农 户 赔 钱 。

“第一年要是种不成，赔钱了，农户的积
极性会受到很大影响，接下来很可能就不
会再继续种植了。熬过难关，我们就可以
逐渐摸索出更成熟的种植经验。”

种植食用菌，要综合考量地区气候和
自然环境，从而选择合适菌种。改良菌
种，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本地环境是种植
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之一。得益于农业部门
和食用菌协会的支持，几年时间里，师鹏
飞进行了诸多菌种改良尝试，通过实验突
破菌种限制，培育出新的品种。

通过发展食用菌种植，师鹏飞带动当
地不少贫困户实现脱贫。有的农户也开始
改变思路，向新型职业农民的方向转变。
仅 2019 年，师鹏飞就为 9 家合作社免费提
供了香菇菌棒 15 万棒，覆盖 246 户贫困
户，使乡亲们掌握种植技术，实现脱贫增
收。

乡村振兴
做好青年“生力军”

2016 年，师鹏飞主持成立了开封市耕
耘农业农民田间学校，聘请专业老师，为
农民讲授专业而实用的农业及相关领域知
识。

然而，学校刚开不久，师鹏飞就发现
了一个让自己感到困惑的现象——有些农
民听了几节课就不来了，随着老师讲授内
容的不断深入，学生越来越少。

与几位中途“翘课”的学员深聊后，
师鹏飞才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原来，虽
然 老 师 尽 量 将 讲 课 内 容 设 计 得 通 俗 易
懂，但一些学员受限于自身知识水平，
仍 然 很 难 理 解 。 时 间 长 了 不 仅 听 不 懂
课，面子上也挂不住，心底还泄了气，

自然就不愿再来了。
师 鹏飞心里着急。他明白，只有让

农民听得懂，大家才有兴趣继续学。他
决定亲自披挂上阵——先学习老师所讲
的课程，再经过自己反复理解与消化吸
收，以最接地气的方式、用农民日常生
活中接触到的事例打比方，再讲给农民
听。师鹏飞的方法很有效果，在他的努
力下，不少人重新回到了田间学校，逐
渐掌握了农业新技能，并能够运用到实
际生产中。师鹏飞也收获了更多乡亲们
的信任。

如今，师鹏飞打算进一步做好食用菌
的深加工，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利润
率。在电商平台卖菌棒的生意也逐渐做得
红火起来，顾客买到菌棒，在家中就可以
吃到自己浇水、采摘的蘑菇。与此同时，
师鹏飞与广东海洋大学达成合作，繁育澳
洲淡水龙虾，产品再返销海南、广东等
地，很受市场欢迎；他还引进台湾泥鳅，
形成藕池泥鳅共养，一池多用、高效生
产，增加了农民收入，并在周边村子得到
推广。

“广 袤 乡 村 是 一 片 希 望 的 田 野 ， 年
轻人在这里大有作为。”从 2018 年被选
为河南省人大代表之后，师鹏飞的关注
焦点始终是乡村振兴。他表示，农业生
产 的 现 代 化 、 智 慧 化 呼 唤 着 更 多 高 技
能人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加快
推 进 农 业 现 代 化 、 推 动 农 村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青 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生力军’，在增强新技术、新业态
的 推 广 应 用 方 面 有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师鹏飞说。

留英海归师鹏飞返乡深耕农业科技，带动农户增收——

用小菌菇带富一方乡亲
本报记者 孙亚慧

2014年，从英国利物浦大学毕业后，“90后”师鹏飞放弃了留在英国工作的机
会，也没有像多数同学那样选择大城市待遇优厚的工作，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当了一名新型职业农民，带领乡亲们发展食用菌种植。

如今，他所创办的开封市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河南当地颇具名气的扶
贫龙头企业，累计带动200多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师鹏飞在食用菌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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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 卡利是一名普通的阿富汗

居民，从事着传译员的工作。

2001 年，阿富汗战争爆发后，

美军入驻阿富汗。随后，他被美军

聘为翻译员，从事翻译等工作。

2008 年，当时还是特拉华州参

议院的拜登访问阿富汗，没想到他

乘坐的直升机突然遭遇暴风雪，无

奈之下只好被迫停降在阿富汗的偏

远山区。

而那个位置靠近塔利班组织附

近，随时有被攻击的风险。于是，

为了营救拜登，美军迅速组织了一

支小型军事武装部队，卡利也被选

入其中。

随后，他们从空军基地出发，

一路风驰电掣，非常迅速地赶到了

拜登等人所在的地方，成功将其救

出。

当时，除了拜登外，还有约翰

克里和查克· 哈格尔，分别曾担任过

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国防部长。

可以说，卡利当时参与这个救

援行动，不止救了拜登，也影响了

美国的政治格局，功勋卓著。

然而，卡利没想到的是，2016

年，当他想要申请美国特殊移民签

证时，却遭遇到拒绝。

5年后，塔利班武装政变成功，

喀布尔重新被塔利班接管，美军则

在拜登的指挥下开始撤军。

卡利见到这种情景后，为了自

己和家人的安全着想只想能撤离该

地区。

然而，他却在距离喀布尔机场

门口近在咫尺的地方，被美军拦了

下来，给出的理由是他本人可以跟

随美军撤离，但是家人却不能。

之后，等美军彻底结束撤离行

动后，卡利一家也被遗忘在了阿富

汗。

待在阿富汗的卡利每天都度日

如年，他感觉自己和家人随时会被

塔利班杀死。

迫于无奈，卡利想起自己曾经

救过美国总统拜登一命，于是通过

媒体向其喊话：“总统先生，请救

救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不想死在喀

布尔”。

《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卡利的

事情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

反响。

对此，白宫回应称会尽力解救

卡利出来，感谢卡利曾经对美军的

服务。

虽然话说得好听，实际的行动

却并不给力，提出的救援计划之后

又被取消。

不过，有不少社会团体和佣兵

组织都在试图解救卡利，包括前黑

水公司老板埃里克· 普林斯和新闻名

人格伦· 贝克领导的多个组织，可惜

的是，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随着时间不断流逝，卡利觉得

自己全家逃离阿富汗的希望越发渺

茫，于是他选择铤而走险，开车领

着全家穿过阿富汗，从巴基斯坦撤

离。

在开了两天两夜车之后，10月 5

日卡利一家到达了巴基斯坦边境，

随后成功入境。

虽然卡利和家人也不知道前方

路在哪里，但是比起随时会丧命的

阿富汗，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现如今，据联邦政府透露，卡

利一家已经离开了巴基斯坦，但美

官员不愿意透露他们的具体去向，

只是说已经在努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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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卡利只是个别幸运的

阿富汗翻译员。

在阿富汗，像卡利这样的翻译

员至少有上万人，有的人甚至已经

被塔利班迫害而亡。

7月 24日，有一名叫索海尔· 帕

迪斯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郊外，因

为准备开车越过塔利班武装分子设

置的路障，被当场截住，随后他被

拖拽出车，接着惨遭塔利班武装分

子的攻击，最终在身中数枪后被斩

首示众，下场特别惨烈。

据了解，帕迪斯惨死并不是因

为他开车闯塔利班设置的路障，而

是因为他之前曾经为美军当过 16个

月的翻译官。

此前，帕迪斯曾经向美国寻求

庇护，却被无情地拒绝。

而在塔利班武装分子眼中，这

群翻译就是“叛徒”“卖国贼”，

如果不是他们帮助美军以及指路，

美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入侵阿富汗并

控制阿富汗大部分城市，推翻了塔

利班政权。

所以，当塔利班重新回归掌管

阿富汗后，首先就清算曾经为美军

工作过的阿富汗人，尤其阿富汗翻

译官。

当时，美国入侵阿富汗后，给

阿富汗翻译们每人都开出 600~800美

元的高薪，是阿富汗一般工作收入

的 4倍以上，足够他们可以养活 6~8

人。同时，美军还许诺，未来会带

他们去美国，过不一样的生活。

不少怀揣着美国梦的阿富汗人

，自然不愿意错过这个难得一遇的

机会，纷纷加入美军，给其当翻译

。

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自己并

不是只当翻译官，还需要跟随美军

行动，经常会被卷入到战斗中。

基本上所有的翻译官都曾亲身

参与过大小不一的土炸弹爆炸，而

跟随美军行动中，他们虽然毫无战

斗经验，却只被给一把AK47枪来自

保，能否活下去，纯粹靠运气。

同时，他们还可能会遭受来自

塔利班的报复。

据美国《军事》杂志介绍，在

2001年到2020年，至少有600名阿富

汗翻译官被塔利班武装分子杀害。

同时，随着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对

阿富汗翻译官们的报复行动也越来

越频繁。

早在几个月前，塔利班武装分

子就已经向他们知道的有相关工作

经历的阿富汗人发出了死亡通知书

，声称“等美军彻底撤离后，没人

能保护他们，全家都会被杀害”。

现如今，美军彻底撤离阿富汗

，这些被留下的阿富汗翻译官们除

了等着被杀害，似乎也没什么更好

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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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阿富汗翻译官们，其实也

曾寄希望美军能够带走自己和其家

人们。

早在 2008 年，为了让阿富汗翻

译官们可以更好地工作，美国曾经

设立过一项名为“特殊移民（SIV

）”的签证移民，主要是用来帮助

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工

作的当地翻译们移民美国。

然而，想通过这项计划成功获

得美国签证的翻译寥寥无几，大多

数人都无法通过繁琐复杂的申请程

序。

一位叫穆罕默德· 瓦利扎达的阿

富汗翻译官，为美军工作 4 四年，

还在一场战斗中严重受伤，至今仍

无法正常行走。但当他向美国申请

过移民时，却遭到了无理由的拒绝

。

由于害怕连累未婚妻，瓦利扎

达主动取消了婚约，并且每两个月

就会搬一次家，生怕被塔利班武装

分子找到自己。

据了解，大部分阿富汗翻译官

都没有办法获得美军的“推荐信”

，即便拿到推荐信，也很难通过美

移民办设置的重重考验。

他们要么就是没有办法证明自

己和家人的生命正在遭受威胁，要

么申请的文件因为堆积迟迟不被审

核。在移民办的邮箱中，有数千份

申请邮件没有被阅读。

就算被审核，美国签证部门也会

给出各种理由拒绝，譬如说：工作中

曾经有迟到的行为、曾经在室内抽过

烟、家庭背景“不够清楚”“受到生

命威胁”的证据是伪造的……

由于审核过于严苛，在 2020 年

第四季度，就有超过 1600 份 SIV 护

照申请被拒绝。

对此，由于许多人申请不到签

证，便向美军寻求帮助，希望他们

可以出面帮助自己。甚至有不少翻

译官组队走上街头，手中拿着美军

曾经颁发的“奖章”跪在美国大使

馆门口，希望美军能带他们去美国

避难。

然而，忙着撤离的美军们，根

本无暇顾及他们，移民办也不认承

认这些“荣耀”，拒绝的理由很直

接：不够忠诚。

当然，也有些申请者可以幸运

通过，但一系列流程走下来，却需

要 3 到 10 年的时间，还没等手续办

完，人可能就先去天堂了。

为了让这些人可以暂时不再生

事，美国曾请求乌兹别克斯坦、哈

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希望这三

个中亚国家可以在美完全撤军后，

能够暂时接纳为美工作的 9000 名翻

译官。

并称这只是暂时的行为，一旦

他们的签证申请通过后，就会全部

接入美国进行避难。

不过，3个国家都给予拒绝。

毕竟这个大麻烦都唯恐避之不

及，他们更不想成为美国的棋子，

要不然到时候可能反而会连累自己

的国民。

由于求救无门，这些翻译官们

已经从希望彻底变为绝望，甚至有

不少人正准备自杀，他们说：“假

如被塔利班找到，肯定会各种方法

进行折磨，还不如先自我了断。”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曾经为美

国辛苦卖命，为美国解决语言不通

的难题，最终竟然会落得被抛弃的

下场。

美国表面上总在说“捍卫民主

人权”，实际上在国际道义和一己

私利之间，永远会选后者，甚至不

惜牺牲曾经为自己卖命的人。

永远不要寄希望别的国家能拯

救自己，否则下场就会和阿富汗翻

译官们一样凄惨。

活在恐惧中的阿富汗翻译员，只想逃离祖国

美军在阿富汗的翻译官，被“抛弃”了。

前段时间，美军彻底撤离阿富汗，持续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随着塔利班归来，阿富汗人民的噩梦仍在继续。

尤其是那些曾经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只要被发现，就会毫无例外会被

塔利班武装组织进行追杀。

其实他们也曾希望美军能带自己及家人离开阿富汗，却还是被无情地“遗

忘”在阿富汗。

对待以前的“合作伙伴”，一向自诩为“灯塔”的美国为何会如此绝情？

阿曼· 卡利与拜登等人的合影

正在为美军翻译的阿富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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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大家好，我是講故事的
人黃梅子，今天給大家講一部關於詐騙天才犯罪
的電影《貓鼠遊戲catch me if you can》，這部電
影最讓人震驚的就是，它是根據真實案例改編的
，電影改編自弗蘭克•威廉的自傳，也就是說這
個天才詐騙犯是真實存在的。

這部電影不光故事好，而且都是明星班底。
由鼎鼎大名的斯皮爾伯格導演，小李子和湯姆•
漢克斯主演，小李子”迷人的外表加上精湛的演
技，將弗蘭克演得活靈活現。佛蘭克16歲的時候
就超級聰明，他轉學到新學校，剛進教室就被同
學給個下馬威，於是他靈機一動冒充代課老師，
把同學騙得團團轉，連真正的代課老師來了也被
他氣跑，他居然堂而皇之地教了一周法語課，上
課，發作業，開家長會，連學校的管理人員都被
他蒙在鼓裏。

被校長發現以後，他的父親被請到學校挨了
校長一頓臭罵，他父親老佛蘭克不但沒生氣，反
而很高興地認為他兒子將來能幹出一番大事業來
。老弗蘭克是一位成功的文具用品商人，他年輕
時作為戰爭英雄登陸法國，在一句法語也不會說
的情況下，從二百個戰友中脫穎而出雀屏中選，
追求到了那個法國小鎮美麗的鎮花，六個星期後

就把她娶回了美國。老佛蘭克智商超群、老奸巨
猾，他因為偷稅漏稅而被政府處罰，從某種意義
上來說，他爸爸也是一個賊，除了把賊基因傳給
了兒子，父親還為他做了足夠的示範和訓練。

為了維持經營，老佛蘭克設法爭取貸款，他
帶著兒子四處公關社交讓他長見識，用來培養鍛
煉接班人。小弗蘭克沒有正式的禮服，他爸爸就
帶他租一套黑西裝，因為體面的裝束會給別人留
下好印象。禮服店要9點才開門，而銀行的ap-
pointment也是9點，為了趕時間讓禮服店提前租
禮服給他們，老佛蘭克花言巧語地恭維店員黛西
的名字，信口開河地說是為父親辦葬禮，為一位
老戰爭英雄辦軍事葬禮，享受戰機升空，二十一
聲槍響致哀的豪華規格，你看，僅僅是為了租一
套衣服，過世的老父都可以成為他謊話的素材。

老佛蘭克特別會利用別人人性的貪婪來達到
他的目的，他靠著這些經世哲學一步步爬上了社
會的頂端，小佛蘭克在耳濡目染中學到了這些家
傳絕學，他學到的第一個絕招是：好皮囊好包裝
是基本配置，這個社會只敬衣冠不敬人，你只要
穿得衣冠楚楚，哪怕兜裏镚子兒沒有，銀行經理
都會替你開門。老子英雄兒好漢，小弗蘭克經過
老佛蘭克的言傳身教，擁有令人驚嘆的詐騙天賦

。
他16歲時，父親破產了，父母離婚母親改嫁

。他開始一個人獨立闖天下，為了生存，他開始
偽造銀行支票，塗改和粘貼，冒充業務員，他像
父親一樣恭維銀行女職員，他模仿父親施行賄賂
，他說盡謊話，外婆生日，課本被偷，自己生病
等等博人同情的理由，但因為他沒有一個令人尊
敬的職業，銀行不給他兌現支票。當垂頭喪氣的
小佛蘭克看到衣冠楚楚的空乘人員像明星一樣被
追捧的時候，他當即決定冒充飛行員！他做了很
多功課，先是冒充學生記者采訪泛美航空公司的
老板摩根先生，了解了飛行員的一切，然後騙來
了飛行員製服，這回不但銀行女業務員為他兌現
了偽造的支票，連經理都熱情地向他套近乎。在
信息不發達的六十年代，人們還比較天真，大家
相信服裝就是身份的象征，一套製服意味著相應
的地位，小弗蘭克靠著華麗的衣服和揮金如土的
派頭，到處詐騙，而且屢屢得手。很快，尚未成
年的小佛蘭克成了一個老江湖，他開始大顯身手
，更多地偽造各種支票，甚至以副機長的身份免
費搭乘順風機。他用小恩小惠輕易就能誘騙空姐
上床，他很容易打聽到銀行代碼，然後在不同的
銀行開支票賬戶，利用地區差異篡改代碼，不停
地偽造支票而不會被發現。

最好笑的一個段落是，他以1000美元的價碼
嫖宿女模特，付了1400元面額的假支票，反而得
到了400元的真鈔找頭，真是騙死人不償命。

從飛機師到富商，從富商到醫生，從醫生到
律師，小佛蘭克隨時都能轉變職業和身份。他做
夜班急診室主任，管理嚴格，指揮若定，靠看影
像資料惡補醫療知識居然能把工作應付裕如毫無
破綻，事實上他看到流血就會嘔吐。

在護士女友布蘭達•斯特朗家裏，斯特朗一
家三口跟著電視即興唱起了一首愛爾蘭民謠，剛
開始他完全陌生，一句也不會，聽了幾個小節就
能跟上節奏旋律和他們一起唱了。他吹牛在伯克
利大學法律系畢業，不想遇到了真佛，正宗該校
同專業畢業的準嶽父問起性情古怪的怪老頭何教
授和他的狗，然後問小弗蘭克：“我一下子想不
起來那條狗的名字了，那條狗叫什麽來著？”小
佛蘭克當然不可能知道何教授的狗叫什麽名字，
氣氛僵住了，觀眾都認為他馬上要穿幫！但是他
卻回答了一句萬無一失的話：“他的狗死了”，

實在是不能再機智了!
盡管識破了女婿的假身份，準嶽父還是願意

幫助這個聰明絕頂努力上進的年輕人。誰會不喜
歡他呢？經準嶽父的指點，憑著自己的能力，他
兩個星期的努力就考取了律師證書

小佛蘭克還一次又一次瞞天過海逃過警察的
追捕，把一眾聯邦特工耍得團團轉。

佛蘭克真的是一個天才，他做的每一件事，
他犯的每一樁案子都是大手筆，如果沒有走錯路
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會前途無量，而現
在他犯罪的業績有多輝煌，就意味著他的迷失有
多嚴重，他行騙的手段有多驚艷，他的不幸也就
有多深。

小佛蘭克被FBI追蹤多年，最後在法國被抓
，他坐牢四年以後被FBI保釋出來，聘為反詐騙
專家，再也沒有犯過罪。在為美國聯邦調查局金
融犯罪部工作了近三十年之後，他成了業內頗受
尊重的證券安全和反詐騙專家。後來,弗蘭克還寫
了自傳《有種來抓我》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他的傳
奇詐騙經歷，並被拍成電影《貓鼠遊戲》，風靡
全世界。

美南國際電視15.3《生活》節目每周六晚上
7:30首播，周日上午9:30、周一晚上8點、周二
下午 1:30重播。Youtube頻道：STV15.3 Houston
Life

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為您揭開青春永駐的秘密 MAIONEMAIONE

《《生活故事會生活故事會》》貓鼠遊戲貓鼠遊戲Catch me if you can!Catch me if you can!
美國最聰明的詐騙天才行騙全世界美國最聰明的詐騙天才行騙全世界

坐牢四年後被坐牢四年後被FBIFBI保釋聘為反詐騙專家保釋聘為反詐騙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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