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州成美國第二個

限制房租增長州

洛機場警局任新局

長共乘接送將終止

CicLAvia活動慶加

大洛分校100週年

啤酒節發生連環爆

炸造成5人受傷

洛杉磯地區發布

野火紅色預警

代考托福留學生向加州法庭認罪

中國買家購屋潮落聖蓋博谷現空置豪宅

作家談遊民是因窮困還是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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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中 國 洛 杉 磯 訊】    美 國

政 治 評 論 家、《The Diversity 

Delusion》一書的作者希瑟 · 邁克

唐納（Heather Mac Donald）最近

為《城市雜誌》（City Journal）撰

寫了一篇關於遊民的重要文章。

她採訪了舊金山街頭的遊民，甚

至嘗試購買芬太尼（去年在美國

造成超過 1.7 萬藥物過量致死的鴉

片藥物）。最後她在書中說，遊民

問題被誤認為是貧窮問題，但其實

是家庭破裂以及社會規範受到侵蝕

的結果。她說，當一個社會以同

情遊民的名義停止執行社會規範

時，就像舊金山過去 30 年發生的

一樣，結果適得其反。以下是在

線雜誌 Quillette 的記者沙林博格

（Michael Shellenberger ）對邁克

唐納的部分訪談內容。

邁克唐納在調查中嘗試購買芬

太尼，想知道獲得芬太尼有多容

易。結果證明非常容易，她只花了

8 美元就買到了芬太尼。

她說自己原本想成為一名比較

文學的教授，教導人文科學。但發

現這個領域已經變得非常政治化，

所以她放棄了理想。之後，她撰寫

了許多關於犯罪和警務方面的文

章。這些工作有時需要深入住房項

目，有時甚至要和毒販子以及幫派

分子交談。

邁克唐納認為，遊民問題之所

以是危機，因為它破壞了城市。一

些倡導者努力讓人們接受流浪者，

說他們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但受

害的卻是小企業主們，被迫在遊民

與垃圾、糞便環繞在店門口的環境

中工作。她認為一件事很不尋常：

移民企業家正首當其衝（至少在洛

杉磯的貧民窟），得對抗這些只為

吸毒者、毒販子以及無視法律者的

利益說話的倡導者。

基點是“不接受遊民行為”

對於遊民問題，邁克唐納的論

點很簡單：就是絕對不允許遊民行

為，以此為基點。她說，它與城市

的長期生活不兼容，一旦人們重新

確認了不接受遊民這點，人行道就

不會變成遊民聚居處。就像 50 年

前，警察將流浪漢帶走時絕不會引

起爭議，因為人們一致同意，公共

場合就必須遵守  基本的公共規範。

邁克唐納說，一旦確定流浪行

為不可接受，就得面臨要將這些人

放哪兒的問題。她說，即便城市有

義務為每個遊民提供住房，也沒權

利要求在最貴的房市為遊民提供住

房。政客們應當小心花費納稅人的

錢，花 80 萬美元在舊金山給遊民

買一棟房子，不如在廢棄工業區或

農村地區建些乾淨的戒毒設施。

還有，有些人是在西雅圖和愛

荷華州變成無家可歸的，為何舊金

山的納稅人有責任為他們提供住

房？邁克唐納引用 Alice Baum 和

Donald Burnes 所寫的《拒絕的國

度：關於遊民的真像》一書說，導

致無家可歸的主要原因，不僅是毒

癮和精神病，還有社會分裂。接受

遊民生活的概念就撕裂了家庭、朋

友等的關係，而社會關係卻能讓人

們遠離街頭露宿。

政策上過度同情

關於當前政策是否對遊民同

情過度的問題，邁克唐納認為，

無 情 也 是 有 情（Tough love is 

compassionate），如果同情只是

製造藉口和降低標準，那麼就過分

了。邁克唐納還花了許多時間訪問

遍及紐約內城的遊民服務組織。但

她發現，這些組織都是由迴避個人

責任和拒談家庭破裂的人在經營

【看中國洛杉磯訊】    州長加文 ·
紐森（Gavin Newsom）週二（10 月

8 日）簽署了一項法律，將加州房租

漲幅限制在每年 5％，加上通貨膨脹

率。該法案還禁止房東無正當理由

驅逐逐房客。俄勒岡州宣布了 7％的

房租上限。加州房屋租賃協會董事

拉塞爾 ·洛里（Russell Lowery）表

示，該法律將導致房東增加租金，

為昂貴的驅逐費做準備。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四（9

月 3 日），洛杉磯國際機場（LAX）

宣布，已聘請前縣助理警長塞西

爾 · 羅姆博（Cecil Rhambo）擔任

新機場警察局局長。原局長大衛 ·
馬格德（David Maggard）已今年

夏天被任命為洛杉磯機場執法與國

土安全部副主任。同時，據 ABC7

台的報導，自 10 月 29 日開始，洛

杉磯國際機場將禁止旅客享受直接

在二樓停車場優步（uber）或 lyft

等拼車公司的服務，不過旅客可以

搭乘機場大巴到指定地點換乘，以

緩解目前國際機場交通的擁堵狀

況。※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日（10

月 6 日），成百上千的人騎著自行

車在洛杉磯的主要街道上慶祝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 100

週年校慶。另外，週日的慶祝還包

括一項稱為 CicLAvia 的活動，參

加這一活動的民眾可以在指定的街

道上騎自行車而不必擔心車輛。據

悉，這次 100 週年校慶活動並沒

有在 UCLA 校園附近的韋斯特伍

德（Westwood）古董。在校 慶活

動中，洛杉磯議員 Jose Huizar 向

UCLA 提交了榮譽證書，因此來慶

祝 UCLA 的 100 週年校慶。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六（10

月 5 號）晚間，在洛杉磯亨廷頓灘

（亨廷頓海灘）古董的慕尼黑啤酒

節（舊世界村的慕尼黑啤酒節）上

發生連環爆炸，造成 3 名民眾與 2

名消防員受傷。根據調查，這起意

外是因變壓器爆炸所引起的。這起

爆炸發生在亨廷頓海灘中心大街的

一家德國餐廳，該餐廳當時正在進

行古董慕尼黑啤酒節慶祝活動，有

幾十人在場。目擊者表示在第一次

爆炸時現場就停電了，民眾都被嚇

壞了並迅速逃離現場，隨後又發生

了兩次爆炸。 ※

【看中國洛杉磯訊】    週二（10

月 8 號）國家氣象局發布野火紅色

預報，區域覆蓋洛杉磯縣和橙縣，

以及文圖拉縣大部分地區和洛斯

Padres 國家森林公園。沿聖塔安

娜季風到達洛杉磯地區，隨之而來

的高溫低濕天氣極易在本週造成火

災，當局發布了野火紅色預報，南加

愛迪生電力公司也提醒居民部分區

域可能停電。紅色預警從周四凌晨

3 點生效，到週五下午 6 點結束，區

域覆蓋了洛杉磯縣山區，天使國家

森林公園，聖塔莫妮卡山脈娛樂區，

沿海區域到洛杉磯市中心沿線，以

及聖佛南多谷，聖蓋博谷和聖塔克

萊瑞塔谷。季風期間，風速會保持

在 45 至 80 英里每小時。 ※

【看中國洛杉磯訊】   據美國之

音報導，美國加州一名中國留學生

週四（10 月 3 日）向法院認罪，他

被控僱人參加托福考試，幫助中國

公民獲得學生簽證。

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稱，23

歲的蔡柳（Liu Cai，音譯）是六名

被告之一，他們被控使用偽造的中

國護照，在洛杉磯及周邊考點冒充

多位中國公民參加托福考試。

蔡柳本人在美國持學生簽證。

他在洛杉磯聯邦法院就曾經使用假

護照的指控認罪，並同意不反對被

遣送返回中國大陸。

法庭文件顯示，這意味著罪名

最高可判刑 20 年，但公訴人同意

在 2 月 13 日宣判時，會建議刑期

不超過 14 個月。蔡以他人的名義參

加了至少 5 次托福考試。檢方稱，

他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為 14 名中

國公民報名參加考試，並在事成後

向其他被告人支付費用。為了獲得

學生簽證，外國公民必須申請在美

國學校學習。許多學校要求新興非

英語的外國公民在托福考試中取得

特定分數，以證明語言能力。今年

3 月，洛杉磯的一個聯邦大陪審團

對蔡柳和其他四名加州居民提出 26

項指控。第六名居住在台灣的被告

上月承認了使用假護照的指控。 ※

【看中國洛杉磯訊】    中國人在

加州購屋的預期潮起潮落，2013 年

高峰期時一度占到全加州交易量的

2.7％，時至 2018 年，中國買家的

佔比已跌至 1.1％。同時，聖蓋博

谷社區的空置房屋也多量出現。

據《帕薩迪納星報》報導，加州

房地產經紀人協會（CAR）資深分

析師說，大衰退時房價下降有利可

圖，中國買家也大量湧入購屋能力

轉強，中國限制資金外流的政策，

關稅增加，人民幣貶值與經濟不確

定性，都導致在聖蓋博谷購房的中

國買家越來越少。全美範圍內，

2017-2019 年之間，中國買家的購

房總量減少了一半。

豪宅空置十戶某些

中國人在加州的購房主要集中

在聖蓋博谷地區以及西聖貝納迪諾

縣。曾以豪宅和馬術比賽而聞名的

鑽石吧市，如今已不復往昔榮景。

在當地一處有門禁的社區住了三十

年的珊（Deborah San）說，她家

周邊正在變成鬼城，該社區目前一

套中價房大約 150 萬美元，有些價

值數百萬美元。據她估計，千戶左

右的大社區，有近十分之一房屋空

置。像聖蓋博谷許多城市一樣，珊

居住的鑽石吧豪宅社區的很多房子

都是被外國人買下的，尤以中國買

家居多。據 CAR 數據，2018 年中

國買家占到了整個加州國際買家的

40％。有些人說，移民增加了加州

社區的文化多元性，推動了學區發

展。

盜竊，佔住與社區維護問題

聖蓋博谷地區也看到了問題：

外國買家帶來改善的空置房，從外

表看沒有人居住；而且很多新買家

也無視社區的維持標準。

很多國際買家卻將房子整體修

改成多單元之後出租，違規加建也

不斷增加。還有的住房被用作經營

月子中心，吸引外國婦女來美國生

產。今年 1 月，聯邦官員逮捕了多

名在羅蘭崗，庫卡蒙哥農場以及爾

灣的月子中心經營者。

亞凱迪亞市已經開始關注這個

的。像在高中設日托這樣的提案，

將青少年懷孕等自我毀滅的行為給

正常化了，其傳遞的信息就是：大

人們認為“青少年母親很正常” 。

結果社工代替了父母，導致了更多

社會分裂，最後就是遊民更多，服

務部門的工作越重。理想情況下孩

子需要他們的母親和父親，認識這

點就意味著承認男人和女人是不同

的，而父親平均而言會為育兒帶來

不同的技能。男性比較擁有競爭和

愛冒險的特質，這點應該被提振。

城市庇護所會讓人們被毒品包

圍嗎？

關於庇護所導致人們長期被毒

品環繞的爭執，邁克唐納說，她採

訪了一位前重罪犯（現在在舊金山

叫“司法介入者”），幾乎進過加州

所有的監獄。該人說，舊金山有很

多遊民服務所，但是最困難的是，

出獄後，要獲得服務和住房，就必

須回到毒品市場，當周圍都是毒品

交易時，就很難抵禦誘惑。

對於市長或州長應該做些什

麼？邁克唐納說，市長應當需要給

予地方警察執法的權力，包括執行

移民法的權力。許多舊金山的洪都

拉斯毒販子都是非法移民。如果你

想讓犯罪者離開街頭，那麼對其進

行移民執法比毒品執法更容易立

案。舊金山執法機構背棄了公眾的

信任，拒絕與聯邦移民當局合作。

社會如何變到這一步的？

邁克唐納：父母給予青少年獨

立花費的權利，而一些無良商家就

瞄準了這個市場，利用青少年的叛

逆，創造了一種盲目的消費文化，

這對無疑是對父母權威的傷害。

還有一種 60 年代的出現的想

法，認為不應當要求某些受害人群

體服從一樣的標準。這種雙重標準

的結果就允許這些享受特權者繼續

一種極端自我毀滅的生活方式。

最後她說，放棄共同的行為標

準，即使設立 10 年任務小組也無

法解決問題。 ※

問題，2017 年該市發佈公告，要求

打算空置房子的業主向代理經紀人

提供他們的聯繫方式，煞宅發生任

何意外時有聯絡可以通知業主。

移民簽證難取得造成空屋

一名羅蘭崗的地產經紀人表

示，她的大部分客戶買房時都打算

自住，純為投資的情況。有些業主

因為簽證受阻而無法自住。她說，

現在獲得綠卡越來難，一些沒拿到

簽證或綠卡的，會找她將房子放到

市場上出租；但多數情況下房子會

空置。據國土安全部的最新移民

數據，中國居民 2016-2017 年之間

獲得綠卡的人數減少了 1.1 萬個。

據美國務院數據，美國領事館發給

中國大陸居民的簽證數在 2018 年

減少了近 1.3 萬個。結果，許多中

國大陸居民購房的動機也變成先投

資，再考慮未來移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