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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Cell: 626626--620620--38183818
Office:Office: 626626--254254--76367636

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
房屋净值信用额度

现在利息越来越高，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高利息又可以把钱贷出来

用呢？同时做到灵活运用，用的时候付利息，不用的时候不用付利息

，好消息来了！

我们可以做查收入、不查收入的房屋净值信用额度贷款，解锁房子里

的资产, 快速解决您的资金周转问题，手续简单。适用人群：想快速

贷款购房人群、有投资需求的人群、想要资产重新配置的人群。另外

我们可做1-2年的短期过桥贷款，5-7天放款

有需要的商家请联系 速胜贷款  Jennifer
Cell: 626-620-3818
Office: 626-254-7636
办公地址：77 Las Tunas Dr.,Suite 204, Arcadia CA
91007

我们同时做查收入、不查收入贷款、FHA贷款、商业贷
款、建筑贷款、SBA 贷款

速胜贷款 竭诚为您服务

必須在每次抽獎時使用您的免費 Advantage Club 卡積極玩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如官方規則所示），您才有機會獲勝。 不包括撲克室遊戲。 每人限領一(1) 
份獎品。 免費老虎機自獲勝之日起 30 天內有效。 圖片僅供參考。實際獎品可能有所不同。 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產品和品牌名稱均為 Louis Vuitt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Louis Vuitton  不是本次促銷活動或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的讚助商或附屬機構。 優惠不
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活動和日期可能會發生變化。 Coushatta 支持負責任的遊戲。 致電 877.770.7867。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由路易斯安那州
的 Coushatta 部落擁有和經營。 一些例外情況適用。 Coushatta Advantage Center 提供官方規則。 訪問 ccrla.com 了解完整的活動信息。

I-10 exit 44  •  800.584.7263   •  ccrla.com

® ®

免費 遊戲 贈品

2晚奢華的贈品
 10次獲勝機會！

在每次抽獎時玩您最喜歡的老
虎機或桌面遊戲，您就有機會獲勝。

3 月 4 日 & 25 日
每小時幸運獎 7pm-11pm

贏得奢華的 Louis Vuitton 設計師
名牌包高達 10,000 美元免費老虎機遊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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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带来极大便利的副作用，是潜藏其中

伺机而动的网络诈骗。

在中国人常用的短视频平台背后，反诈的压

力巨大。一个特殊团队，通过劝说受害者和研发

反诈程序，焦灼地与黑产对抗。这是一份苦差，

面对顽固而机敏的诈骗团伙，比制裁犯罪更难的

，是在磋磨中保持心力，持续坚守。

300万元“救急款”

未婚夫新公司的资金链出了问题，刘玥赶紧

给对方转去300万元救急。可惜有人从中作梗，

抖音不停向她发出弹窗提示，提示她可能遭遇了

诈骗。她忙着逐一关闭，还没应付完弹窗，就接

到了一通来电。

“女士，跟您私聊的用户涉及诈骗风险，他

极有可能是想骗取您的财物，请务必要谨慎保护

自己的财产安全。”是抖音发现风险报警后，公

安民警打来的电话。

她很焦急。这是2022年初一个清晨。阳光正

好，刘玥像往常一样在家练习跳舞，突然收到了

未婚夫孟亚新的信息：老婆，我在南方的厂子因

为疫情资金周转不开，你能不能先转我100万垫

着，我之后想办法还你。

刘玥了解孟亚新，他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自

己借钱，知道事态紧急，刘玥二话没说，向孟亚

新的账户转去了100万。没成想工厂的窟窿越来

越大，眼下，刘玥指望着再砸300万进去，能让

孟亚新的生意彻底盘活。

几个月前，刘玥和孟亚新在抖音相识，通过

私信，孟亚新向这位素未谋面的女士表露了欣赏

。当时刘玥刚刚从一段失败的恋情中走出来，萎

靡又应激，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无法跟人建立信

任关系，对感情更是避而不谈。直到孟亚新出现

。

交流了一段时间，刘玥感觉对方是个事业型

暖男。根据孟亚新自己的说法，他在一家上市公

司做高管，同时也在打理自己的公司。他忙于事

业，无心谈情说爱，进入中年才想着找一份陪伴

。

起初刘玥不信，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疫情

大流行期间，一通电话里，刘玥轻轻咳嗽了两声

，便惹来孟亚新着急的关切。“身体是怎么回事

，有无大碍？”“是阳了吗？一定要注意休息。

”孟亚新关怀细致、有如太阳般温暖的性格让她

心动，在三观、兴趣爱好上也表现出跟刘玥高度

契合。

这不是“真命天子”是什么？刘玥想。

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升级，开始谈婚论嫁。在

此期间，在孟亚新的鼓励下，刘玥以未婚妻的身

份参与了不少投资。3万、50万、100万，钱投下

去多少都尝到点甜头，刘玥对孟亚新的信任与日

俱增。

转不出300万，这份感情会面临考验。刘玥

为此直接电话里质问抖音客服：“你们这是在干

什么！你们是在破坏我的感情，知道吗！”

穿越层层阻挠，300万终于成功转到了孟亚

新提供的账户上。随着转账成功，这个男人也从

刘玥的世界里骤然消失。

就在刘玥苦苦寻找着未婚夫音讯时，警察敲

响了她的家门。又是一场经典的“杀猪盘”诈骗

。刘玥这才幡然醒悟，她已经被孟亚新骗去500

余万元。

得知“营救”失败，负责和刘玥对接的抖音

客服文涵婕感到无比沮丧。她摘掉头戴式耳机，

瘫坐在椅子上。

文涵婕今年28岁，有些婴儿肥，说起话来柔

声细语。因为多次成功对接重大诈骗案件，文涵

婕在抖音获得过不少奖项，她把得奖时拍的照片

跟收集的帽子和贴纸放在一起，装点半包围式的

隔音工位。

部门领导来了，安抚大家的情绪。这天，还

有很多类似的紧急事件等着文涵婕去处理。

谁是真的

文涵婕所在的抖音安全中心有一批客服，他

们每天要处理各类极端事件，有的涉及诈骗，有

的涉及自杀。类似刘玥所遇见的“杀猪盘”诈骗

，文涵婕经常会遇到。

在虚拟空间，诈骗犯罪分子靠伪装和无下限

的欺瞒骗取信任。客服团队的成员需要想尽办法

，让已经头脑发昏、情绪过激的用户冷静下来，

妥善处理自己面临的危机。

高宛静毕业于心理学专业。刚到抖音客服团

队时，她自觉有心理学知识支撑，工作开展起来

不至于太难。结果发现，在前线工作，自己来到

了一个“无物之阵”。

前期诈骗分子通过欺瞒博得受害者信任后，

客服要再获得信任极难。“你们才是骗子吧”

“我不会被骗的”这样的话高宛静经常听。客服

工作的难点，就在于如何顶住事主的怀疑和焦虑

，耐心地和诈骗分子争夺事主的信任。

高宛静数次尝试劝服一位中年阿姨，对方长

期沉迷冒牌男明星直播。

那位男明星长期走红，但其本人从未在抖音

开设过账号。诈骗分子嗅到商机，利用演员的的

热度，开设假冒账号骗取影迷的财物。

这些骗局通常不复杂。最夸张的时候，在一

张布满鲜花的背景图上摆张男明星的照片，配上

音频“我是XX，弟弟来了，很想姐姐”。如此

，就可以骗取钱财。

接到任务的时候，高宛静发现那位阿姨已经

被骗了上万元。每次回复询问，高宛静都细心给

阿姨讲解“假冒明星诈骗“的套路，给阿姨强调

视频里的并非真人，提示阿姨切勿上当。

每次电话，高宛静都会给阿姨讲解近半个小

时，阿姨听了，满口答应下来。没过几天，风险

提示平台上又出现了阿姨的ID——阿姨虽满口说

“好”，但心里并不承认被骗。

直到第7次听见高宛静熟悉的声音，阿姨在

电话那头噗嗤笑出声来，“又来了？”

高宛静比以往更着急：“是啊，阿姨，这直

播里确实不是他本人，他只是仿冒名人让您汇款

，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您怎么就不听呢！”

长久的交流，让阿姨的信任开始向高宛静这边倾

斜，这次阿姨终于承认自己被骗，保证自己再不

花钱。之后很久没再看见阿姨的ID，高宛静这才

安下心来。

攻防缠斗

网络诈骗是一个历史悠久又规模庞大的产业

，15年前，电信诈骗在公安部刚立项的时候只占

到刑侦案件的5-8%，治理了15年，这个比例上

涨到了80%。“社会治安良好，赚钱渠道有限。

犯罪分子抢不到钱，转而涉足诈骗”，抖音安全

中心的一位负责人总结道。

“点赞即可获得报酬”，这在不少宝妈看来

，是个不错的兼职选项。实际上，这种赚小钱的

门路大概率是骗局，一旦上钩，就会被诱导去其

他诈骗APP。在安全中心内部，这种骗局被称为

“刷单诈骗”，它每天会威胁到8万用户。

面对规模巨大的诈骗产业链，人工客服的力

量显得尤为薄弱。在此背景下，抖音于2022年1

月上线了反诈工具抖音小安。它可以通过数据模

型，找到诈骗者和诈骗场景，一边对诈骗团伙进

行打击，一边适时提醒处于危险之中的用户，躲

避诈骗风险。

武汉的股民林坚，为了拓宽理财思路，平日

里会在抖音看一些财经博主的视频。后来，一个

自称某财经自媒体客服的账号加了林坚的抖音，

林坚喜出望外。

当时，林坚参考那个自媒体账号提供的建议

进行过投资，获得了收益，他乐于进一步向对方

请教投资技巧。

根据“客服”的指示，林坚加入了荐股群，

获取推荐股票信息之后，他通过群里的链接跳转

到某知名炒股软件上进行了大额交易。

实际上，林坚加入的群是伪造的，就连他跳

转购买股票的炒股软件也是假的。假软件的底层

逻辑设计一致，外表看不出破绽，但软件内里的

支付链路、股票信息均为伪造，可以无声无息地

转移炒股账号里的资金。

接到警方通知时，林坚已经被骗上百万。经

过调查后发现，此前私信林坚的客服，不过是盗

用了他人账号的资料信息建立的伪造账号。

抖音安全团队与警方有日常联动机制。此案

发生后，团队立即行动，会同警方顺藤摸瓜，在

武汉一个村子里抓捕了犯罪嫌疑人——3个20岁

出头的年轻人。他们被一位同村人找来运营假账

号，每引流一个新用户到私人荐股群，就可获得

50元报酬，一直以为自己在做正规工作。至于群

里负责跟受害者聊天的犯罪头目，早已消失在海

外。

互联网黑色产业链有一些共性，抖音安全团

队将某些特征叠加到一起，这样，大概率可以定

义到一个黑产。

不过，这依旧是场永无止境的缠斗。魔高一

尺道高一丈，反诈技术升级的同时，骗子的骗术

也在迭代、变化。

邢彦君是抖音安全团队的研发人员，他总结

过去一年，自己的工作主要是追赶黑产的脚步：

发现新的诈骗方式，然后去升级产品模型。新的

诈骗形式层出不穷，黑产的诡计变化多端，那是

如同在黑暗甬道中爬行的日子，不停被黑产推着

走。

黑产比常人更乐于洞悉社会风向。几年前，

黑产在实施“杀猪盘”时还都在争相仿冒互联网

高管，随着套路被摸清，他们便转而仿冒特种职

业，说辞也跟着变成，“我在某某特殊单位，不

能投资，这5万块钱给你，可否以你的名义帮我

投资？”等受害者尝到甜头，再实施诈骗。

过去，假冒领导打电话“来我办公室一趟”

泛滥。在疫情期间，诈骗犯因时制宜，开发出假

冒乡镇领导诈骗民营企业家，假冒远在海外因疫

情无法回国的人向其父母要钱买机票等多种新的

诈骗形式。

为了让抖音反诈跟上犯罪分子诡计迭代的速

度，团队在工作上不敢松懈。有一段时间，邢彦

君的办公室里常会发出感叹，“‘敌人’又来了

”。

心智争夺战

2022年初抖音小安上线时，团队踌躇满志。

他们把抖音小安视作新武器，相信小安一面可以

打击黑产，一面可以帮助用户识别、反击诈骗，

是个狠角色。

结果没有让人失望。一年过去，抖音用户对

诈骗的举报量下降了88%。

打击黑产的需求再上一个台阶，抖音安全团

队转换思路，把反诈重点放到教育用户上来。如

今，小安会在用户触发风险模型时，自动给用户

发送警示，会在高风险环境中，给用户推送一键

拉黑、一键举报的按钮。

不过，无论团队如何部署，还是免不了有不

少用户会对干预视而不见。

去年2月，一位浙江女性被卷入杀猪盘。黑

产伪装成成熟男性，开始给她发私信，劝她参与

投资，她均未回复。5月12日，这名女性首次回

复黑产的私信时，抖音小安就立即给她下发了提

示，她没有理会。随后2天，小安又接连给她发

送了多次提示，她依旧选择快速关闭弹窗。

团队成员感到崩溃，为什么提醒这么多次用

户还是不听？要怎么提醒，用户才会听，并且相

信我们？

去年7月，大家经历了最为沮丧的一段时间

。当时连续两周出现了3起诈骗金额较大的诈骗

案。复盘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外部对抖音小安的

产品能力也提出质疑，不断有人问，“为什么你

做了这么多，用户最终还是没有选择相信你？”

没有人能找到答案。

一次复盘会后，一位同事突然提议：“有没

有可能去找受害者聊聊，他们当时为什么不接受

提示？”大家恍然大悟，找到抖音与警方对接的

团队，试图联系受害者。但因涉及用户隐私等合

规问题，团队的诉求被拦了下来。

如何才能在不打扰用户、保护用户隐私，又

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有效地提醒用户不受骗

？这很难。比起生硬、单刀直入的提醒，用户更

容易相信黑产花费三五个月建立的强社交关系。

安全团队能做的只有坚持，只能在交互上不断向

前。无法奢求永恒的顺利，能做的只有在焦灼中

坚持劝说和提示。

诈骗的底层逻辑针对人性的弱点。宝妈之所

以会被“点赞刷单”的蝇头小利诱骗，跟她们怀

孕期间缺乏安全感有关。孕后休假在家，没有经

济来源的时候，这些女性会感到生活支出、自我

尊严仰仗于丈夫。靠刷单带来的一点点收入，可

以维持她们最后的价值感。

假冒明星直播诈骗之所以盛行，是由于中老

年妇女心理上面临巨大落空，如果家庭不能提供

帮助和温暖，她们大概率就会向外寻求帮助。一

位上海的阿姨退休后跟家人说不上话，又厌倦去

跳广场舞，最终在加入假明星诈骗群后，找到了

精神慰藉。

一再引爆舆论又难以根治的“杀猪盘”，根

源在于原子化时代脆弱的亲密关系。许多急于脱

单的女性，成了诈骗团伙的猎物。

诈骗分子利用人性的弱点，煽动起人的激情

，这很容易。而反诈工作人员想要让人恢复理性

却异常难办。更不可能指望通过一两句提示，就

能叫醒安全意识薄弱的用户。因此，反诈人员为

了救人，需要倾注的心力难以估量。

刘玥被骗500万之后，文涵婕因为担心她受

骗金额巨大做出过激行为，曾经对其作了回访。

接到来电，刘玥语气低落，不敢相信之余，还有

些惋惜。

她最后告诉文涵婕，“骗子的话语是有灵魂

的。”

这句话在安全团队的心里成了一道芒刺。即

使被骗了钱，一些受害者依然难以割舍骗子制造

的关怀假象。也因如此，要战胜诈骗犯，还有漫

漫长路在前头。

我在反诈第一线，没能阻止她被骗500万



2023年一开年，关于留学的负面信息不断，

其中留学断供的话题引发热议。除了土豪们生意

的意外“死亡”，中产阶层的失业和投资失败都

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剧烈动荡。留学断供，是堪比

房贷断供一般的“灾难”，对于留学生来说几乎

是“致命”的。如果回国——习惯了国外教育体

系的留学生能否适应国内的教育方式？如果留下

——没钱交学费如何继续读书？没有文凭，怎么

能打工养活自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人选择

放弃学业，也有人励精图治、成功逆袭。

01.爸妈投资失败后，三姐弟面临失学

本篇被断供的主角叫Zoey，来自浙江杭州，

千禧年出生。她还在加州读大二的时候就被妈妈

通知，家里供不起他们姐弟三人同时在美国留学

了，最多只能留一个，并让他们商量商量，到底

怎么办？

这个消息让三姐弟都慌了。姐姐在纽约读研

究生，弟弟在纽约一所私校读十二年级，到底该

怎么办？

姐姐第一个在家族群里发了消息：“我已经

读完了本科，硕士也接近尾声，学费已经交了，

家里只用支付我的房租和生活费就行了。很快我

就能找工作自己独立了，不能就此放弃。”

Zoey没有立刻表态，而是在想，他们家大业

大，怎么一夜之间就没钱了呢？她打电话问妈妈

，妈妈把家里的财务状况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现在，家里除了爸妈住的一套房子之外，在

杭州市还有两套两居室，价值300万，这是爸妈

的养老房，不到不得已就不能卖。补完生意上的

亏空，爸妈手上就只剩下不到100万。从坐拥上

亿资产变成如今的模样，Zoey简直不敢相信。

她冲妈妈喊：“为什么不早点打算，把姐弟

们留学的钱都单独留出来，这样我们就不会像现

在这么窘迫了。接下来要怎么办？我们都得辍学

，没有文凭我们回国也找不到工作！”

妈妈没有解释，只一个劲儿地跟她说对不起

。Zoey感到非常害怕，她第一次埋怨起了爸妈。

当晚她就开始计算，如果自己要把本科读完还需

要多少钱。

她现在加州读一年大学至少需要花100万人

民币：学费35万，房租25万，日常生活开销包

括养车至少要40万。还有两年的大学要读，至少

需要200万，而根据如今家里的状况，哪怕是给

她100万都捉襟见肘，Zoey就只能靠自己想办法

了。

如果回国，她该怎么办？一种可能是转到国

内的大学。她找到了在南京某大学任教的表舅，

表舅告诉她，回国读书基本没有可能，至少他任

教的学校不接受从国外回国的转校生。因为没有

通过国内高考，无法解决学籍问题。如果要回国

，只能一切从头开始，转学基本无望。

从小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呆在国外的Zoey怎么

可能有能力通过国内的高考呢？她说自己看中文

的能力也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出国后几乎就没有

学过中文，高考的中文考卷她连看懂都困难，更

别说考试了。

回国念书、辍学Zoey都不愿意，可爸妈现在

已经破产，短时间内也基本不可能东山再起了，

如果要留在美国读书，到底去哪里才能搞到这

200万呢？她可是一天都没有打过工的富家女呀

！

要实现赚钱供自己读书，对Zoey来说简直就

是天方夜谭。就在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纠结到

底回还是不回的时候，家族群里惊现了一张弟弟

发出的一周后回国的机票截图。

弟弟退了学，这让Zoey更震撼了。对于他们

这个更看重男孩的家庭，第一个牺牲的居然是弟

弟，她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大铁石，很重很压抑

。

此前除了每天因为困难掩面哭泣，她从来没

有想过姐姐和弟弟该怎么办。她很佩服弟弟回国

投入高考这场“恶战”的勇气，更心疼他几乎要

从零开始，前途也是最迷茫的。

02.变卖奢侈品和豪车，凑足学费继续读书。

变卖家产，是Zoey决定留在美国继续读书要

做的第一件事情。她清点了自己的财产：银行账

户里还有10万美金，是为了办签证存的还有爸妈

平时给的，这是她最后的现金家当了，省着用也

许能够撑过一年。

可Zoey还是觉得心里没底，她决定卖掉自己

开了不到两年的宝马，这是爸爸为了奖励她考上

大学的礼物，当初买的时候是7万美金。她把宝

马开到二手车行，接待她的老板劝她卖了豪车后

可以再买一辆便宜的二手车代步，在美国没有车

就没法生活。

Zoey无奈地跟老板说：“我倒也想，但是我

现在连养车的钱都快付不出来了。”拿着卖宝马

的钱，Zoey走路去了附近的沃尔玛，买了一辆自

行车。骑车回家的路上，虽然很冷，但是她感觉

踏实了不少，并深刻体会到“手上有钱，心里不

慌”。

卖完了车，她又开始卖自己的奢侈品。她清

点了一下，这些年买了3个LV，4个香奈儿，2个

Gucci包，还有7个轻奢潮牌的包。她把这些都拿

出来集中放在客厅里，拍了一张照片让极爱买奢

侈品的姐姐给她评估价格。

姐姐说：“你也在卖包呀，这么巧，我们姐

妹想到一起去了。”Zoey感到了辛酸，这都是电

视剧里富家女

破产之后的狗

血桥段，以前

看的时候她都

一笑而过，觉

得和现实生活

完全接不上。

可现在看来，

艺术的确来源

于生活，有时

候生活中的苦

逼甚至比电视

剧里还雷人。

自从接到妈

妈的断供电话

，姐姐就想好

了，国是肯定

回不去了，那

就自己想办法

吧，毕竟都是

成年人了，也

许爸妈以后还

要靠他们养活

。姐姐比 Zoey

强，她手握纽

约大学本科学

历，边读书边

工作是完全没

有问题的。但

她还是处理了

很多奢侈品包

、首饰、鞋子

还有衣服，凑够了在纽约的房租和生活费。

姐姐感叹，真要感谢自己这些年的买买买，

手上留了几个爱马仕，这才救自己于水火之中。

她在纽约读书，跟Zoey一样从来没有打过工，一

到假期就和妹妹飞到欧洲去旅行，Zoey也是在姐

姐的影响下开始买名牌的。

姐姐告诉她，这些奢侈品不要去二手商店卖

，价格上不去，直接放到二手网站上，价格会高

一些。Zoey没有姐姐的购买力，奢侈品不多，换

来的钱也不多。但是她比她姐姐卖得更彻底，除

了日常换洗的衣物，只要在二手市场上有价值的

，她都卖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卖完包以及一些诸如Nike

这类品牌的衣服、鞋子和帽子，她看着空空如也

的衣柜，如释重负。真金白银到手，留学成功的

机会又多了。

她还后悔，要是当初更努力点，拿到奖学金

也就不会这么窘迫了。现在的她也想像学霸同学

们一样奋斗，但是还要面临工作养活自己的重压

，她已经放弃在学业上挣扎，能顺利毕业不挂科

就知足了。

03.为省房租搬到男友家，对方家长却发来逐客令

。

搬到男朋友家，是Zoey决定留在美国读书后

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房租是留学中很大的一

笔开支，Zoey算了一下手上的钱，支付完学费就

只剩下生活费了，一个月两万的房租，她根本就

支付不起。

此前多次邀请她同住的男友再次提及此事，

他跟Zoey说，不用她付房租，把家具和电器搬过

来就行，如果以后能够结婚房租就算了，如果分

手了再把房租还给他。

虽然是男友，但是在Zoey心里这就是寄人篱

下。她犹豫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因为经济压力

低下了头。

她也去看过房，徒步二十分钟到学校的地下

室、合租公寓她都看过，价格也算能够承受得起

，最便宜的一个床位只要3000元人民币。但对于

一个习惯了舒适生活的富家女来说，她接受不了

这样的居住环境。

她和男朋友签了一份合住合同，按照男朋友

的意思，如果分手了就支付房租。对于未来，

Zoey已经来不及考虑太多了，她迫切需要解决眼

前的燃眉之急。

男友是富二代，家里的经济条件和曾经的

Zoey家差不多，且家中只有他一个孩子，留学上

的花费是要多少，家里就给多少，几乎没有控制

过。Zoey和他是中学同学，大学也在一起，两家

人之间互相都认识，也承认了他们的关系。

Zoey总是给自己洗脑，觉得被断供了，投靠

有能力的男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但是白吃

、白喝、白住，她总觉得不踏实，于是几乎包揽

了所有的家务，做饭、收拾房间、倒垃圾，她不

想欠男友人情。

可平静是短暂的，在男友家住了三个月后，

她收到了男友妈妈下达的“逐客令”：“Zoey，

你好！我们的家庭是真诚喜欢你的，知道了你们

家的情况我们也深感遗憾。最近我们要前往美国

探望儿子，听说你住在公寓里，会很不方便，希

望你能够考虑暂时搬到其他地方。”

收到信息后，Zoey又一次陷入了崩溃。坐在

公寓楼下哭了一下午后，她决定拉着她仅有的两

箱行李离开。男友表示等爸妈离开美国之后再让

她搬回来。

男友的态度让她更绝望了，哪有什么搬回来

，都是糊弄她的。她暂时搬到了一个师姐的公寓

里，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沙发上的每一夜都是难眠的，Zoey真想立刻

买上一张机票回到爸妈身边，哪怕没有留学的光

环和工作，至少还有一张床可以容身。

她给姐姐打去电话求安慰，姐姐笑她还在梦

中没有醒，让她马上擦干眼泪，赶紧去找一份工

作。现在的他们没有资格在情感问题中纠结，活

下去才是正经事。

Zoey说：“姐姐说得没错，‘找面包’是我

们第一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样突然被断供

的留学生。所以第二天我就去学校附近的披萨店

上班了，昂首阔步、光明正大为自己赚取留学的

费用。”

04.为拿下工作offer，当了一年廉价劳动力。

交了大学最后一年的学费，Zoey银行账户里

就只剩下了5000美元。但是她却松了一口气，总

算是七拼八凑把大学的学费给交上了。

也是在交了学费的那一天，她在Facebook工

作的师姐打来电话，邀请她去当实习生。这通电

话让Zoey如同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虽然实习的

工资很低，但是养活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于是她

收拾了行李，退了房子就直奔师姐家。

此时的Zoey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富家女

，她知道师姐的邀请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她别无

选择。为了生活，她白天实习、上网课，晚上还

要给师姐做饭、遛狗。除了干活，她还得向师姐

支付房租。但她是愿意的，这是投资，对于没有

资源的她，师姐就是她和Facebook最直接的联系

。

师姐没有明说自己的想法，但是每次都非常

高兴地收下Zoey递上的房租和礼物。这一年，

Zoey物质上过得很辛苦，体会了史无前例的穷日

子——

虽然之前断供了，但是手上的钱还够她在外

面吃，不用自己做饭。但没有规划地花钱，也导

致了她的窘迫，这也是她主动给师姐一家做饭的

原因。师姐不给她劳务费，但是吃饭是可以免费

的。这解决了Zoey的大问题，她决定就这么蹭着

先活下去，虽然有些委屈，但是希望总在前方。

最辛苦的还是弟弟，回国之后一直在国内教

育体系下煎熬。他本来应该是能够进入美国名牌

大学的天子骄子，但回国之后，除了英语满分之

外，其他的课程都有点跟不上。她问过弟弟，是

不是很难过。弟弟说：“感觉自己就像在一个深

井里，两边是光滑的墙壁，根本就爬不上去。从

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10点都在学习，还要不停喊

口号给自己打气。这是他适应不了的，他想回美

国，不想被卷。”

直到今天，即使Zoey已经成为了Facebook的

正式员工，实现了经济独立，但是她依然没有能

力负责弟弟来美国的学费。

2022年夏天，弟弟参加了高考，并且运气还

不错，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姐姐说她会来支

付弟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北京读大学一年

才几万块，和美国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姐姐完全可以搞定。

曾经面临失学的三姐弟现在总算有了各自的

归宿。回首这两年多的折腾，Zoey觉得他们姐弟

三人还算努力。在家境还富裕的时候，他们也是

认真对待学习的，如果是不学无术的差生，父母

一断供，连代写的钱都出不起，也就只能灰溜溜

回国了。

大批中产家庭“留学断供”
卖名牌、睡沙发、凑学费...艰难自救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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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矽谷銀行金融集團 (SIVB.O) 週五表示，在其前子
公司矽谷銀行（SVB) 被美國接管幾天后，它根據第 11 章破產保護，申請
法院監督重組，為其資產尋求買家。

啟動破產程序之際，旨在提振信心的緊急措施迄今未能消除對金融危
機蔓延的擔憂。

大型銀行的股價早盤下跌 1.5% 至 3%。
自矽谷銀行和 Signature Bank (SBNY.O) 上週倒閉以來，金融股的市

值已縮水超過數十億美元，而華爾街最大銀行的信貸壓力已經惡化。
B. Riley Wealth Management 首席市場策略師阿特·霍根（Art Hogan

）表示：“不可能知道是否還有其它鞋子可以掉下，但我認為大部分負面
消息都在那裡。”

加州監管機構上週五關閉了矽谷銀行，並指定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FDIC) 為接管人，這是自華盛頓互惠銀行 (Washington Mutual) 在 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破產以來最大規模的倒閉事件。
在收益率上升侵蝕價值後，矽谷銀行被迫以 18 億美元的損失向高盛

(GS.N) 出售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投資組合。
為了填補這個漏洞，它試圖籌集 22.5 億美元的普通股和優先可轉換

股票，但嚇壞了客戶提取存款，導致一天內資金流出 420 億美元。
本週早些時候，該公司表示計劃為其業務探索戰略選擇，包括控股公

司、SVB Capital 和 SVB Securities。
該公司週五表示， SVB Securities 和 SVB Capital 的基金和普通合夥

人實體不包括在第 11 章備案中，並補充說它計劃繼續評估業務的替代方
案以及其它資產和投資。

路透社週三報導稱，母公司正在探索尋求破產保護以出售其資產。
該公司週五表示，其流動資金約為 22 億美元。截至去年底，它擁有

2090 億美元的資產。

銀行業動盪持續銀行業動盪持續 矽谷銀行矽谷銀行
金融集團尋求破產保護金融集團尋求破產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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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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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市美國房市20232023年報告預測年報告預測

Redfin對明年的長篇分析稱，在疫情期間漲幅最大的西海

岸市場和大都市將有最大的放緩。它通過查看 2 月至 11 月的數

據來分析市場，這些數據顯示價格下跌、庫存下降、待售房屋

數量和其他因素。

以下是 Redfin 的部分預測：
房價將出現 10 年來的首次同比下跌

預計 2023 年美國房屋銷售價格中值將下降約 4%（自

2012 年以來的首次年度下降）至 36萬8000 美元。

如果不是因為缺乏待售房屋，價格將會下降更多。

但即使價格同比下降 4%，2023 年房屋的可負擔性也將比

疫情時期的購房熱潮之前低得多，這使得潛在的首次購房者難

以進入市場。考慮到明年的預計價格和抵押貸款利率，2023

年典型購房者的每月還款額將比疫情開始前的 2019 年高出約

63%。與此同時，工資在此期間將增長約 27%。

聖地亞哥大都會區（含聖地亞哥縣）在預計降幅最大的市

場名單中排名第 9。報告說下降最多的將是西雅圖、聖何塞、

拉斯維加斯和鹽湖城。不太可能出現下降的大都會區是萊克縣

（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密爾沃基和奧爾巴尼。

Redfin 表示，相對經濟實惠的中西部和東海岸地鐵（沒有

像聖地亞哥那樣出現爆炸性的房價增長）有望在明年保持最

佳水平。

Redfin 沒有預測價格可能會下降多少，而是依靠最近的趨

勢來預測哪些市場可能會降幅最多。截至 10 月，聖地亞哥縣

的房價已連續五個月下跌。

在整個疫情期間，聖地亞哥大都會區在受到密切關注的標

準普爾 Case-Shiller 指數中多次位列前3名漲幅最高的市場

。 20 個城市指數報告稱，聖地亞哥 3 月份的房價年漲幅為

30%，但9月份的年漲幅降至9.5%。

房屋銷售將創 2011 年以來最低
Redfin 預測 2023 年的房屋銷售量將比上一年減少 16%，

約為 430 萬套。這比 2011 年美國從次貸危機中解脫出來後的

任何一年的房屋銷量都少，並且比 2021 年疫情購房熱潮期間

下降了 30%。這也將導致自 1980 年代初以來最低的房屋周轉

率，到 2023 年每 1000 戶家庭中只有 32 戶出售房屋。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潛在買家因不斷上漲的抵押

貸款利率而退出市場，以及潛在賣家不想在利率可能高於當前

抵押貸款的情況下尋找新房。

買家不想買，賣家也不想賣。 Redfin 的副首席經濟學家泰

勒•馬爾寫道：“人們只有在需要時才會搬家”。

聖地亞哥縣的房屋銷售最近已經跌至多年來的最低點。

CoreLogic 表示，10 月份的房屋銷售量為 2354 套，這是自

2020 年 5 月以來的最低月度數字，當時因為疫情的最初衝擊

使市場停滯不前，結果導致價格和銷量從5月後開始上漲。

利率會下降
Redfin 表示，其預測基於多種因素，包括通脹和利率對負

擔能力的影響。但它表示，通脹可能會繼續下降，美美聯儲繼

續提高利率的壓力也會減小，從而降低借貸成本。

Redfin 預測抵押貸款利率將在 2023 年底逐漸下降至 5.8% 左右

。抵押貸款利率從 6.5% 左右下降到 5.8% 將使購買價值 40萬

美元房屋的購房者每月的抵押貸款付款節省約 150 美元。

Mortgage News Daily稱，週一上午 30 年期固定利率抵押

貸款的利率為 6.38% 。

租金會下降
Redfin 表示，租金將下降，這是由於最近幾個月空置率上

升，以及租房供應量超過正常水平。

截至 9 月，多單元住宅建設達到50年來的最高水平，這

意味著有大量新建築在爭奪租戶。此外，原本計劃出售獨立屋

的業主現在更有可能將其投放到租賃市場。

截至本週，房地產追蹤機構 CoStar 表示，聖地亞哥縣的公

寓空置率為 3.4%，高於去年同期的 2.3%。平均租金要價為每

月 2321 美元，低於第三季度的 2352 美元。

Redfin 表示，租金會下降更多，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成為首

次購房者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且更有可能無限期租房。該公

司表示，較高的抵押貸款利率和很少的待售房屋使租房成為許

多人最有可能的長期選擇。

拼命尋找工人的聖地亞哥雇主也可能會感到沮喪，因為大

多數移民預測都說人們會優先考慮成本較低的大都會區。

Redfin 表示，隨著遠程工作的發展，尤其是 Z 世代，他們

將有更大的靈活性，可以隨心所欲地移動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

方。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會尋找更負擔得起的地方，這些地方甚

至會付錢讓人們搬到那裡。

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有一項計劃，向遠程工作人員支付搬

家費用、免費上網和其他福利，最高可達 7500 美元；阿肯色

州西北部有一項計劃，支付 10000 美元並贈送一輛山地或公路

自行車；佐治亞州薩凡納向科技工人支付高達 2000 美元的搬

家費用；堪薩斯州的托皮卡在租用或購買房屋後最多可獲贈

1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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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未来�厅经营趋势�

掌握先机捷⾜先登�
�⽲�產凱�亞�城 
�話�346-998-8000

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

�⽲�產中國城
�話�713-630-8000

9889 Bellaire Blvd Ste 
118, Houston TX 77036

在疫����是�厅经营的衍伸性服务�但根据数据统计��64%的�费者已经习
惯疫�后的⽤�习惯�不打���疫��⽤�习惯�⽽61%的�费者每�⾄少订购
⼀����相较于⼀年�整整⾼了29%�这说明了即使疫�过后���服务仍为⺠
众�饮⽣活常态�
这将让⼤型连锁�厅优势不��往�在过去街�实体店�与⼤规�连锁�饮竞争�⽽
现在��平台上�因为街�⼩吃相较平价��⽽更�显现优势�增加客群⼴度�
AMA Kitchen云端厨�打��型���连⼿街�店将�家�结成�伴⽽�竞争关��
并让顾客相互���⼀��够订购不同�家的�点�为彼�的品�带来更��机�

休斯頓��產   停看���講座 ( ⼀百四⼗ )

REALTY GROUP

Q �国经过疫�洗礼下��饮⽣态产⽣了�变并重�定义了�厅的营�⽅式�

包�����带�云端厨��⼤幅增加了服务�求�想在�国�饮创业吗�

我们�析产业与未来发展趋势�

�饮�续向「�」发展�现在开创�厅���着重�带��与厨��置�同时��着
����带使⽤习惯上升��费者对于�点��的耐⼼度���希��在结完帐��
�店内�就������开�所�在厨�端「出�量�」�成了重�的�件��制定
出标准且简易的作业���⾯对订单���够更��的����员或�费者⼿中�

疫�驱使下�两年内�可�看到�厅开�使⽤机�⼈���渐渐�代传统⼈⼒�求�
�饮业导��型辅助科技势必越来越普��对于�饮业现�的经营结构将会带来什么
样的改变�从�往的⼈⼒点��到现在的⾃助点��统�在线订����都是科技转
型的⼀部��

在�饮业⾛向科技�的过�中���何整合各项数据�订单对于业者来说是�
为重�的�AMA Kitchen云端厨��过智�整合Kiosk点��统�不论是现场
订单或是APP中的��订单�都�整合于点��统中�并���出订单于�的
云端厨�中�

提供给想跨⾜云端厨�的创业者�AMA Kitchen不仅提供各种资源�包��
��⼈⼒�设��营销�服务�让业者�专注于本�品�的�点质量�更�各
种开店�套选择��业者的开业�求为主�并协助品�轻�转型��合现�的
市场�求�让发展不受限于�间与�点�且AMA KITCHEN云端厨�将�担开
业⼤部�的营�成本���开在独⽴店⾯��家的净收�可提升52%��到共
赢的�饮⽣态��

打��型���创�独�的��服务优势

着重To-Go�带���量�提升

不只⾃动��更�智��

与⼀�云端厨�⽆实体店⾯规划的不同�AMA Kitchen结合云端厨�（��厨
�）的优势�并�留��⼴场与��服务的�点�规划完�的���间��
��更提供�样的「数字�⼯具」�不仅⼤⼤��开店成本与⻛险��让�加
�的�伴轻�转型跟上市场趋势�
�过整合性�统�将云端厨�中�家�家的�点整合⾄⼀个订单中��费者可
�过AMA On-The-Go或现场Kiosk点��统⼀�订购所�所�的�点�买⻬所
�不同店家的���且仅�⽀付⼀�的��费�提升�费者使⽤的便利性�同
时�⼤幅��业者的营�成本�

�饮经营��趋势�AMA Kitchen云端厨�

346-998-800023119 COLONIAL PARKWAY #A1,  KATY, TX 77449詳細�訊�洽UMRE辦�室� AMA@united888.com

在凯�亚�城 14

$11,300 

230-450
个单元

就可开店

 Sqft. / 单元

超�成本开店

⽴即预约

较短的租约

⽀�内⽤��

共享设备�间

机会难得

数量�限



我叫安刚1979年出生，河北承德市人。

有些人，骨子里就不适合打工，注定要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

。比如说我，每次创业都能引起圈内轰动，甚至成为领头羊。

虽然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但是，大学没毕业，我就赚到了人

生中的第一桶金，而且是盆满钵满的美金。

二十出头，我选择创业。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实现了财富自

由，好房好车应有尽有。与此同时，我也膨胀了，飘了。

可是，人生如戏。命运这位总导演，总是喜欢安排一些意外

。之后的路，有一波三折，有实至名归，也有东山再起。

我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就我一个独生子。那会儿，家里的

条件连中产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

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一种东西，让我和别人不一

样。只是年幼无知，还不懂那是什么。但似乎已经命中注定，我

不会做一个甘于平庸的人，也不会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童年时期，我就很喜欢钻研，遇到不明白的事总是想问一个

为什么。时间久了，我的观察力和敏锐力也比同龄人成熟。遇到

事情，我也是想办法靠自己去解决。

印象中，我家有一个亲戚在国企上班，挣得比较多。他家孩

子经常拿个玩具枪，在我面前显摆。而我家当时条件一般，根本

没钱买这些玩具。但是看着他玩儿，我心里痒痒，也特别想要，

但又不想让父母为难。

时间久了，我就摸透了他的性格特点，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

烂之舌，最后他竟然被“忽悠”的主动把玩具送给我。

除了爱动脑子，我还比较有生意头脑。小学的时候，我就开

始做一些小买卖。比如把一些自己不用的东西拿去卖了，有时候

也会以物换物，换来一些好吃的或者其他的东西。

那时候邻居就说我，这孩子脑子灵光，长大不做生意就可惜

了。

但是，我这种性格，也没少让家人头疼。为了管教我，父母

三天两头在我身上下功夫。有时候是男子单打，有时候是男女混

打。在各种拳头的教导之下，我越来越叛逆。

同时，家人的这种管教方式，也给我的心灵造成的创伤是终

生的。所以，我现在从来不动手打孩子。因为我知道那种感觉，

恐惧和倔强并存，但更多的是看不见的痛。

而且，在家里不管我做什么，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于是，

我性格变成了这样子，要么不做，要做就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

最牛。这也是后来身边朋友们对我的评价。

就拿小时候玩游戏来说，这一点也能得到很好的证明。

彼时，我们承德市有一个游戏厅，那会儿游戏厅还比较少，

小男孩都爱玩游戏。一来二去，我也成了游戏厅的常客。其中有

一个游戏可以赢游戏币，大大激发了我的兴趣。

我先是观察游戏规则，再看看别人是怎么玩的，摸清套路之

后，我开始出手了。连我自己都想不到，我只想赢点币多玩几把

，最后竟然把整个游戏厅的币都赢到我家去了。

结果，游戏厅的老板跑到我家去找我。他跟我家人说，我把

整个游戏厅的币都赢走了，导致他们没有游戏币卖了。眼看无法

抵赖，我只能乖乖地把床底下盒子打开，满满一盒子的游戏币，

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那天，我家还有客人在。但所有人都没能拦住父亲，我又挨

了一顿胖揍。不过，这事儿也让我一战成名。从那以后，我们市

玩游戏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大名。

可我这股聪明劲儿，却没有用到学习上。我的学习成绩一直

不好。读完高中后，1998年，我选择了一所二加一中美合资的美

国都灵大学。

但是，大学期间，我依然没有好好念书，而是比别人更早挣

钱去了。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去当翻译。虽然一直是学渣，

但是，我的英语水平从初中开始，一直是年级第一名，这真的不

是吹牛。

这是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爱好集邮，尤其喜欢国外的邮票。

正好我们家大院旁边儿有一个菲律宾女外教。为了要国外邮票，

我绞尽脑汁和她去套近乎。

每次去之前，我都会提前想好要聊什么，然后自己反复练习

。尤其是不会说的英语单词和句子。时间久了，我不仅跟外教老

师成为了好朋友得到了邮票，还提高了英语水平。那时我就发现

，学习力比学习更重要。

仗着有这个语言底子，我就去山海关船厂当翻译了。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当时经常会有一些外轮停靠，因此我发

现了一个很好的商机。那些外国人来了以后，老爱往身上喷须后

水。

那会儿咱们中国物资特贫乏，没有什么香水儿，就有个品牌

的剃须刀带香水，味道跟那一样。我记得很清楚，商场就有卖那

个的，70块钱一套。

里面有须后水，有泡沫，有刮胡刀。我就花低价买一些，把

刮胡刀什么的拿出来，然后售价50美金，只卖给他们须后水。

除此之外，我还办了一个小灵通。因为我发现这些老外都想

给自己国内的家人打电话。于是，我收费一分钟一美金，让他们

随便打。

我还去早市批发大裤衩，十块钱进几十条。到了船上，再以

一两美金一条，卖给他们。几番折腾下来，翻

译工作没正经干，美金已经挣了不少。那也是

我凭努力收获的第一桶金，真的是盆满钵满。

大学期间，除了忙着挣钱，我还谈了一段

网恋。后来，她成了我的终身伴侣，更是我创

业路上不离不弃的好搭档。毕业后，我们都去

了北京发展。在那里，我大概做了两年的销售

工作，然后就开始自己创业了。

选择创业，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就叛逆，受

不了别人管束。我更喜欢自由自在的感觉。还

有就是，我的思维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也不容

易合群。

最重要的我喜欢赚钱。可是，打工能挣多

少钱啊？肯定不如自己创业挣得多。

我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视觉营销，可能听

到这词很多人一懵不知道啥玩意，这源于老婆

的偶然发现。当时电子商务迅速崛起，我们也

赶在风口开了一个网店。那时店里生意并不太

好。

一天，老婆换了店铺装修风格。结果，销

量出现了小幅上涨。原来，店铺的装修风格会

直接影响销量。

于是，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个领域。要想在

细分领域做到无可替代，就要付出不亚于任何

人的努力。当时，我每天都花大量时间看关于

网店的知识，试图寻找一种能把传统设计转化

为最适合网店设计的灵感。

同时，还要大量摸索页面的构造。我曾经

多次用几百个计数器对一个促销页面进行评测

，查看每个像素点的点击率，然后开始进行设

计。因为网店需要长时间在线，我和老婆就互

为搭档两班倒。

我俩最辛苦的时候，连续一个月光吃方便面。那一个月，我

工作，她睡觉。她工作，我睡觉，谁也没有出过屋。

经过多次对比和实验，过程中我不停地调整，不停地修改，

不停地沟通。两年的努力过后，我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领头羊。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经常收到一些大牌的邀请，点名让我

们做设计。

28岁即站上人生巅峰，实现了财富自由。

到了2012年，我们从夫妻店的形式，发展成了公司。团队虽

然只有二十几个人，却能把营业额做到800万元，净利润高达90%

。

那段时间，媒体铺天盖地的采访，订单如雪花般飞来，营业

额迅速激增。

由于我的专业度无可替代，因此经常被各大平台邀请去做分

享，还成为了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有钱了，我便也有了好车好

房。一时间，风头无两。我也开始膨胀了，飘了！

那几年流行一句话：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可是，风不

可能一直刮。风停了，猪也会重重的落地。

2015年，互联网遭遇重大变革。很多平台被洗牌重组，我们

的事业也受到了冲击，开始走下坡路了。于是，我开始转型，开

辟海外市场。

2016年，转型还算成功，跨境业务逐渐向好。我便带着老婆

孩子来到了美国。当时，我是作为特殊人才移民的，所以只用了9

天，全家人就拿到了绿卡。

到美国之后，之前的业务由老婆主要负责。

2019年，国内短视频火了。各种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也纷纷成

了网红。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我发现做英语教学这个领域前景广

阔。毕竟我也在国外待了几年，我发现国内的孩子们在学习英语

的时候有一些误区。

为了更好的提升孩子们学习的乐趣和效率，我又创造性的开

启了一种全新的英语教学模式。我用情景剧的形式和儿子一起教

英语，并把它拍成视频上传到了网上。

这一创新之举，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引起了巨大轰动，全网粉

丝很快达到了500万左右。我们的视频开始被无数媒体转发和模仿

，播放量创下了新高。我再次成为各大媒体采访报道的对象。

直到2021年，我本来想大干一场，想做一些英语培训。当时

投了很多钱，印教材，做推广，满腔热情期待着开花结果。可是

，就在一切蒸蒸日上的时候，“双减”来了。这犹如一把利刃，

斩断了我前进的脚步。

无奈之下，我也只能就此打住，及时止损。

赛道走不通，我只好另外寻找创业方向。经过观察了解后，

我发现，很多移民的同胞都有被骗的经历。有的是遇到了黑中介

，数万元中介费打水漂了。有的被承诺绿卡能快速到手，结果却

遥遥无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于是，我就联合200多位博士，搞了一家移民咨询公司，出发

点就是帮助那些想移民的人少走弯路。

但我并没有盲目开干，而是做了一番细致的调查之后，又开

启了自己差异化的服务。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愿意去跟别人做

一样的事儿，即使要做我也要做得不一样。

如果大家都在人云亦云，按部就班，这样的生活很难获得心

理上的满足感。

即便所有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也要创造一个不同的玩儿法

。所以，我做的移民项目，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创造出了

一个新的产品。包括在美国的移民圈里，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只做符合条件60%-70%的人，这样的话，我的价格也能提

上来，就会跟别人做出差异化。而且我的收费还很高，假如别的

律所收3万美金，那我要收到5万美金。因为我的服务，会让你觉

得物超所值。

如果办不成就全额退款。我能有这个信心，是经过实践证明

的。我会对每一个客户进行认真的筛选，然后派出适合对方的博

士老师，进行专业有效的辅导跟进。这样一来，加上自己的努力

，成功率会很高。

当然，一说到移民，很多人会说我们崇洋媚外。其实，不管

在哪里生活，都是个人选择的一种方式而已。而且，并不是所有

想出国的就一定适合移民。出国的人，也有做苦力的。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都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生活的财富

。并不是移民了，就可以躺平了。

现在的我，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认真工作。整个节奏，不紧

不慢，怡然自得。有时朋友开玩笑，说我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了

。我哈哈一笑，这有什么不好吗？

在这里，没有人在意你有几套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就算

是百万富翁，可能也会开一辆普通的车。大家更关注的是生活品

质如何。我也投资了几套房子，出门开一辆保时捷，但这些并不

会引人注意。

也许这就是国内外不同的地方之一吧。国内很多人都会攀比

房子车子，有的甚至为此背负着各种贷款，活得挺累。

将来我的重心，大部分要放在三个孩子身上。不过，在这里

没有人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

我个人认为，学习成绩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学习能力才是

更重要的。

人的一生，一定要具备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亲子教育方面，我基本上也只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情

商、逆境商和财商。我觉得这些才是根儿上的问题。

而学习成绩都是面儿上的东西。今天学习好，明天学习不好

，初中学习好，高中学习不好，这种东西都是面儿上的。根上的

东西会伴随你一生，这个才是核心。

就像我一样，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是，只要我想做的事，

我就会好好的研究。同时，我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一种独

特的成功模式。这也是一种学习力。

现在的我，已经逐渐老去，再做什么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接

下来，我要开始把我会的东西教给孩子们，把他们培养起来。

古人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来，希望孩子们都能突破社

会的条条框框，活出自己的精彩，做一个有思想有深度的人。而

不是那种随波逐流，安于现状的人。

定居美国6年，
在美华人生活并没想象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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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時代，「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還真一點不

誇張。

一個人隨意在鍵盤上敲出的一行字，或許對另一個人就是

改變生活的巨大衝擊，而想要消除這些憑空捏造的污點，往往

需要不小的折騰。

明天正式公映的新片《保你平安》，講述的就是為「闢謠

」而開啟的一段有笑有淚的旅程。

《保你平安》由大鵬導演並主演，是又一個關於底層小人

物的故事。

片中大鵬飾演的魏平安 是一個潦倒失意的中年男人，和

妻子離婚，和女兒隔閡，住在破舊的小房子裡，賴以糊口的工

作是推銷墓地。

整天像個土大款一樣夾着皮包，掙着周圍人都瞧不上的

「死人錢」，魏平安是典型的人生失敗的小人物的代表。

但正是因為他是這樣普通的、毫無希望的小人物，反而會

有種一根筋的倔強，有那麼一點點自己的底線和堅持。

某天，魏平安接到墓園老闆的電話，要將他之前一個「客

戶」的墓地遷走。

因為安葬在這裡的女孩在離世後被一則網絡消息爆料為

「特殊行業工作者」， 而在她墓地旁邊安葬的，是著名企業

家、也是墓園投資方馮總的親弟弟。

為了金主家的臉面和風水，將已逝女孩的墓地移走似乎就

皆大歡喜，正如老闆勸魏平安的一樣：人死都死了，還在乎那

麼多？

但是魏平安就是在乎。

平時沒個正形的魏平安，在韓璐的事情上意外地執着——

或許是對方在臨死之前無條件的信任，或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

被尊重的意願。

更重要的，在網上隨意對一個因病去世的女孩造黃謠這件

事，魏平安忍不下去。

在墓地被強行遷走之前，魏平安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裡，為

過世的女孩討回一個公道，為此踏上了曲折的尋求真相、還人

清白的路。

影片的故事其實遵循的是我們熟悉的小人物迸發高光時刻

的敘事模式，但在《保你平安》中，魏平安要去做的「大事」

並不是拯救世界或者阻擋災難，而是一件在旁人看來微不足道

、甚至不值得的」小事「。

確實，從現實層面來說，已經去世的女孩無親無故，葬在

哪裡也無傷大雅。

魏平安要為了當初的一句口頭許諾，要搭上自己的時間、

精力、工作，甚至本來已經岌岌可危的生活，值得嗎？

更何況，他要做的是從茫茫人海中找出一個在網絡上隨手

敲出幾行字的無名氏，過程無異於大海撈針，可能嗎？

與大多數同類影片中的主角一樣，魏平安不懂算計，但就

是一根筋地相信「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髒盆子不能隨意扣在人身上，即便是一個死去的人。

隨着魏平安用自己的方式開始「追查」，我們也在劇情一

步步的推進中，了解到因病離世的女孩為何堅持選擇安葬在特

定的位置；她生前無法實現的心願，又是如何在臨終之前託付

給魏平安的。

另一方面，魏平安的闢謠之路，也是自我蛻變和覺醒之

路。

失敗的婚姻、對於女兒的虧欠、與自我的和解以及對生活

重新燃起的期待，都在這場「追兇」的過程中得到了重新梳理

和審視的機會。

魏平安在努力尋求的，既是離世之人的平安，也是他自己

內心的平和。

《保你平安》最走心的一點，就是片中展現了在當今網絡

社會中普通人也可能遭遇的另一種「危機」——謠言。

公眾人物面臨謠言時能夠得到大量關注和快速辯解的機會

，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面對和自己相關的謠言時，或許根本沒

有澄清的機會。

一次異想天開的捏造，一次無中生有的猜測，或者僅僅是

隨口的玩笑或情緒的發泄，都可能成為一場難以止住的「災難

」，被謠言中傷的人只會被裹挾其中，無力反抗。

影片在魏平安的一路追尋中，展示的正是這種網絡時代輿

論力量的可怕之處。

他一路追查造謠的源頭，也一步步成為新的網絡熱點和寵

兒，粉絲、直播、新聞開始蜂擁而至......這場因網絡而起，也

將因網絡而結束的冒險，展示給我們的正是一個有利有弊的社

交媒體時代。

與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帶給過我們便利、也帶給過我們

麻煩的新技術一樣，網絡終歸只是一種工具而已，它既能成為

給無數人希望和溫暖的虛擬世界，也可以成為那些躲在鍵盤後

面造謠傳謠的壞人的溫床。

作為大鵬在《煎餅俠》《縫紉機樂隊》之後執導的第三部

現實題材喜劇長片，《保你平安》延續了前兩部有笑有淚的風

格，也繼續發揮了他的表演天賦。

除此以外，在2020年的紀實電影《吉祥如意》之後，大

鵬也有意識地在自己的喜劇創作中加入更多深入走心的人文

思考。

《保你平安》在反映現實上、對於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呈現

上，都綜合了此前創作的優點，它有了更豐富的維度，在笑鬧

和冒險之外，或許我們會看到一個更成熟的大鵬。

卡司方面，人氣脫口秀演員李雪琴在《保你平安》迎來了

自己的銀幕首秀，片中她飾演魏平安的妹妹魏如意，和大鵬一

起踏上闢謠追兇的路途。

除此以外，尹正、馬麗、王迅、賈冰、潘斌龍等一眾熟臉

明星都有參演，還有喬杉穿着《縫紉機樂隊》服裝驚喜亮相，

各自的角色也笑點滿滿，這個月的歡樂擔當，選《保你平安》

准沒錯了。

本周五，來感受下大鵬這場馬不停蹄的「送平安之旅」吧。

被造黃謠網暴，它可能是爆款黑馬

3 月 10 日，改編自東

野圭吾原著小說，由任素

汐、劉敏濤領銜主演的電

影《迴廊亭》正式上映，

群像海報及正片片段曝光

。電影《迴廊亭》以經典

的「暴風雪山莊」模式講

述兩位絕望女人為愛復仇

的故事。

一年前發生在迴廊亭

里的火災兇殺案牽扯出大

宅中暗藏的無數陰謀。火

災倖存者周揚（任素汐 飾

）重返迴廊亭調查真相，

隨之高氏家族和管家林珍

惠（劉敏濤 飾）背後的秘

密和罪惡逐漸浮出水面，

而她也意識到自己被捲入

了巨大陰謀中。群像海報

中，眾人表情捉摸不透，各懷鬼胎；而新曝光的正片片段中，

時隔一年迴廊亭內又發生了新的命案，程萱（湯敏 飾）無故慘

死池塘，但迴廊亭內眾人卻選擇不報警，給神秘的迴廊亭又蒙

上了一層面紗。

電影《迴廊亭》匯集眾多中生代演技派女演員，任素汐、

劉敏、胡可齊聚迴廊亭，打造中女銀幕演技天花板，任素汐和

劉敏濤飾演的為愛復仇惡女聯盟，化學反應拉滿。除了實力演

技派雙女主，胡可飾演的季冬梅也貢獻了不少高光片段，用斧

頭瘋狂砸門的精彩演繹給不少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湯敏飾

演的程萱也創造了全片最佳驚悚片段，讓不少觀眾在電影院嚇

到尖叫。

電影《迴廊亭》 改編自東野圭吾原著小說，被稱為「女性

的復仇輓歌」。影片在以往懸疑電影緊張驚悚的基礎上，加入

了女性視角，更側重於對女性角色的刻畫和女性情感的表達。

電影中女性角色眾多但個個鮮明立體，她們都因愛受傷，也為

愛勇敢。誓要找到真兇、不惜「改頭換面」復仇的周揚，蟄居

迴廊亭20年、奉獻整個青春卻慘遭背叛的林珍惠，愛子心切、

為孩子拼盡全力直至發瘋的季冬梅，滿身傷口但依舊相信愛情

的程萱，卑微渺小甚至試圖輕生的葉彤……她們的境遇亦是當

下女性困境縮影。

不少女性觀眾在觀影后表示感同身受，在角色身上找到了

自己的影子。通過展示迴廊亭女性的眾生相，講述她們最終擺

脫情感困境、活出自我的故事，讓無數觀眾在收穫觀影爽感之

餘，領悟愛自己的女性力量。

《迴廊亭》曝高能片段
任素汐高家後院驚遇浮屍

3月10日，電影《黎明時分見》在福建平潭正式開機，舒淇

、梁家輝、張藝興現身開機儀式現場。這也是舒淇、張藝興繼

《一齣好戲》後的二次合作，兩人還將碰撞出怎樣的火花？拭

目以待。

《黎明時分見》是一部犯罪懸疑題材影片，故事發生在一

個寧靜的小鎮，一個外地女人李昕的到來打破了原有的寧靜，

而她也和一起連環命案千絲萬縷息息相關，葉振明他們正在追

兇過程中，卻發現所有事件竟是跟外地男人林臧有關。據悉，

影片拍攝周期為兩個月，預計5月初殺青，然後進入後期製作階

段。

《黎明時分見》開機
舒淇張藝興二搭梁家輝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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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自雇职业, 仅需24 月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
获贷利率

• 高达90%的按揭贷款，无MI
• 信用分数可低至660分
• 有两年的止赎权、空头交易、破产或代

用契约的时间。
• 无需提供报税
• 贷款额度高达300万美元
• 需要两年的自雇职业
• 第二套住房和投资物业的贷款率最高可

达85%。

• 可用1099
• 购买和兑现或利率期再融资
• 12或24个月的企业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至少

50%的企业）。
• 12个月或24个月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

至少25%的企业）。
• 业主自用、第二居所和非业主自用
• 可提供40年的利息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首付，$1.5M貸款額，自住購房，
30年固定6.25%，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自顧職業，僅需24
月銀行對賬單。

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 down, $1.5M loan amount, 
Primary Home Purchase 30 year 
�xed 6.25%0.5 point, 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Self Employed, Just need 24 month bank statement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ons may apply

Bank
Statement

所有項目如有變動,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條件可能適用.
所有的貸款都要經過核保批准和信用審查, 本廣告並不代表信用批准.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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