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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州华报宗旨：
為印州社區提供一個時事新聞，经

济及文化教育等資訊的免費信息交流
平台。同時，我们与社区的各社会团体
合作，增加美籍华人在印州社会的影响
力，促進印地安那的国际形象和发展。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员，
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爱。我们
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坚持每两周发行
这份中英双语报纸，免费服务印第安
纳波利斯和周边的社区，全靠广大读
者的捐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们继
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赚取收入抵免额（Earned Income Credit）
是美国政府为低收入的纳税人提供的一个
税务福利。这个抵免额除了可以减少纳税
人应该交纳的税款外，还可以以退款形式
把这个福利给纳税人，它与教育抵免额 
(Education Credit) 是同样类型的抵免额。
这样的福利当然是有限制的。下面一条一
条介绍。

首先是需要纳税人有赚取的收入也就
是靠劳力挣来的，这里的收入包括：

1）工资，小费，佣金等以雇员身份所
得到的收入

2）以自雇主身份得到的收入
3）法定雇员（如某些合同工）的收入
4）一般情况下，军人在作战区域服役

的所得是不用交税的，但是他们可以选择
把这部分收入作为赚取的收入来计算赚取
收入抵免额

享受这个抵免额需要纳税人有一些收
入，但是收入也不能太高，2016年收入的
限制请参考以下的表格

另外纳税人的投资收入（Investment 
Income）不能超过$3,400。投资收入包括
利息(Interest)，红利(dividends)，资本收益 
(Capital Gain), 版权或出租私人产业的收入 
（Royalties and Rental Income from Personal 
P rope r t y）以及由被动活动（Pa s s i v e 

Activities）而来的收入 。

有人可能会问这么多收入的限制，这
个抵免额到底有多少呢？抵免额的数额与
纳税人有几个孩子有关。纳税人最多能得
到的抵免额是：

没有孩子， $506
一个孩子， $3,373
二个孩子，$5,572
三个以上孩子，$6,269

下期会继续介绍税务局对这个抵免额
的其它规定和限制。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杨茜如 
(Lucy Yang)，17岁来
美完成高中学业后，
取得会计和市场学学
士以及企业管理硕士
学位。大学期间开始
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 曾连续4年为美
国税务局做义工， 有
二十多年在美工作经
验。98年取得美国注
册会计师执照，随后

获得投资顾问资格证。目前在印第安那州拥
有事务所，提供各类财务，税务及商业咨询
服务（包括分析规划，商业计划，资产评估
及投资理财等）。
诚挚地邀请大家如果有问题或是有想了解
的内容，请发邮件给我（lucyyang99@live.
com）。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尽我所
能提供我所知道的。
电话：（317）771-0091；
电子邮箱：lucyyang99@live.com；
网址：www.lyinternationalinc.com

【财金之角】

赚取收入抵免额
     (Earned Income Credit)

RECOVERY AUTO SALES. INC
 www.recoveryautos.com 专业经销, 维修各种车辆

Toyota.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 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长年提供拖车服务及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电话：317-817-9300  317-844-9452  317-427-3508  317-727-5208
地址：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 IN 46280. 106th and College Ave. Carmel Area.

车型

修理项目

EB5投资额将大幅提高
张哲瑞 律师事务所 供稿

2017年1月13日，美国移民局在联邦公
报网站上公布了题为 “EB-5投资移民项
目现代化”（EB-5 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 Modernization; Proposed Rule）
的草案。

按照该草案，美国国土安全部建议将
申请EB-5投资移民签证的标准投资金额从
100万美元上涨到180万美元；目标就业区
域（TEA）最低投资标准从50万美元上涨到
135万美元。此外，国土安全部还建议扩大
目标就业区域（TEA）的范围，将合乎要求
的市镇区域也纳入目标就业区域（TEA）；
取消州政府指定TEA的权力，由美国国土安
全部统一指定管理。

对此次大幅变化，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解
释是：现在的投资移民项目还是在1990年
制定的，新的拟上涨的价格是反映这些年
通货膨胀后的调整价格，并建议从新规定
生效之后，每五年按照物价水平调整一次

最低投资标准。

这一文件正在征求公众意见，根据规
定，公众的书面评论必须在2017年4月11日
前反馈到美国移民局。

如想了解更多关于该草案的信息，以及
提交正式评论，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
documents/2017/01/13/2017-00447/
eb-5-immigrant-investor-program-
modernization

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在帮助投资者
选择合适的EB-5投资项目，满足其移民需
要和商务实践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所
的律师们会尽责地找到信誉卓著和可行的
投资项目，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投资移
民需求。如果您对EB-5投资移民感兴趣，
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请发邮件至info@
hooyou.com。

今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昨天
晚上陪儿子一起看了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这是2002年由法国，英国，德国
和波兰四国合作，根据波兰籍犹太裔钢琴
家和作曲家 Wladyslaw Szpilman 的自传而
拍摄的史实片。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从
1939年德军侵略波兰开始，详尽生动地再

现纳粹如何一步一步地在华沙建立犹太人
隔离区，对犹太人如何随意侮辱，大肆掠
夺，任意杀害，乃至最后一批一批地押解
上火车送往死亡集中营。Szpilman在许多人
的冒死帮助之下，逃过死亡，侥幸生存，
在二战之后不仅重新从事他的音乐创作和
表演，而且著作自传，记录这一段悲壮惨

烈，惊心动魄的历史片段。
影片中有很多震撼场面，例如德军将

四十万犹太人强迫迁入犹太区之后，立刻
让犹太人自己修筑高墙Build The Wall予
以自我隔离；德军强迫犹太人自己交出所
有财产，而且让他们自己分类整理之后上
交；半夜深更，一车德军闯入民居，将一
家犹太人赶出家门，命令他们逃跑，然后
从背后予以扫射杀害；一个德军军官，将
一队犹太劳工拦住，随机抽出七个，命令
他们脸朝下卧倒，然后逐一枪决；在即
将被押送上开往集中营的火车的关键时
刻，Szpilman被一名波兰警察头目拉出队
列，让他立刻趁乱逃跑，Szpilman与他的
父母兄弟姐妹们彼此相望，悲痛含泪地就
此生离死别；长期四处躲藏虚弱不堪的
Szpilman最后被一名德军军官发现了，但是

在知道他是钢琴家之后，反而掩护解救了
Szpilman，人性的良知在最后一刻闪耀...

看完电影，已经凌晨时分，我们父子
俩聊了一会，我解释为什么犹太人不能
逃跑（当时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拒
绝接受犹太难民，除了中国上海），什
么是就地枪决 summarily execution，集中
营 concentration camp 是什么样子。我还
告诉他，在2002年他还不到两岁的时候，

我们曾经去参观纳粹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
Dachau，给他看了Dachau集中营的相片。

笔者曾经在德国中部法兰克福附近的
Wiesbaden工作生活了将近一年。期间参
观了不少的历史博物馆，遇难者纪念碑和
历史遗址，包括柏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
碑群，纽伦堡纳粹大规模集会旧址，和
Dachau集中营，等等。通过这些实地参
观，笔者在对纳粹罪行深恶痛绝的同时，
也对二战之后的德国民族肃然起敬，因为
他们对于纳粹罪行的集体性反省是诚实面
对，详尽深刻，代代传承的。因此今天的
德国是宪政民主，公正社会，现代文明的
一个榜样。

我还告诉儿子，我也曾经去过日本，看
到的是，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对二战中
的战争罪行的态度却是完全相反。每年众
多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对南京大屠杀和慰
安妇的否认，等等。1970年12月7日，西德
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受难者的纪念碑
前下跪忏悔的一刻，其实恰恰是日耳曼民
族重新站立，重返文明的骄傲时刻。而日
本大和民族，年复一年地一方面在广岛长
崎以受害者的面目进行纪念，一方面又去
靖国神社The Yasukuni Shrine参拜1068之多
的二战战犯（war criminals）其中包括东条
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说明的是一个
民族缺乏面对自己历史的诚实，表现的是
此民族的虚伪，因此其罪恶的根源就至今
未除。

给儿子解释了什么是慰安妇之后，儿子
问，德军有没有类似的丑恶行径。我回答

说这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又一个区别。历
史记录没有显示德军在二战之中对其占领
区发生类似日军在南京那样的大规模的强
奸暴行，更没有日军那样有组织的估计多
达40万慰安妇。纳粹的种族优越感使得他
们由上至下地相信要保持日耳曼人的高贵
纯洁的血统。而日本人视中国人和其他被
占领国的人为猪狗不如，因此可以放任日
军官兵集体性地肆无忌惮兽性大发。

儿子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人要对
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为什么日本人将中
国人视为猪鼠之类的劣等动物，屠杀强奸
不说，还用来做动物实验。说到底，其根
源就是种族歧视。这是人性之中诸多丑恶
基因中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根据笔者多年
自学历史，游历各国的体会，人类社会的
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从愚昧走向启蒙，
二是从野蛮走向文明。对于种族歧视的克
服和战胜就属于这第二条主线。

回顾美国240年的历史，白人殖民者
对原住印第安人的驱逐与屠杀数以百万
计，17-19世纪六百多万黑奴的被贩卖奴

役，1787年的美国的第一部联邦宪法将每
个黑奴只算作3/5个人，毫无政治权利和
人身自由，内战之后南方各州继续想方设
法地进行了长达百年的种族隔离和歧视迫
害，白人暴众猎杀黑人的惨案mob lynching
在南方是司空见惯，1877-1950之间就有多
达近4000黑人遇害，至于宪法的第15条修
正案所保障有色人种的投票权则是被肆意
践踏。而且种族歧视的对象绝不是仅仅针
对黑人。还有1882年的排华法案，整个19
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对爱尔兰裔和东欧族
裔的移民排斥，对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
歧视，二战中对日族的集中营，拒绝接受
犹太难民，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种
族歧视的原罪。

捍卫联邦统一，终结奴隶制度的林肯
是当之无愧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
一，但是他过早被刺杀身亡。种族歧视
和种族隔离的不平等不公正又延续了一百
年，终于在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和马
丁路德金博士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力量前赴

后继的非暴力的民权运动，通过1964年的
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被根本改
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约翰逊总统全力推动
1964年民权法案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艰
难过程之中，当时的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
投票支持率比民主党还要高。但是，这正
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族裔问题上的理念相
互转换的开始。约翰逊总统在签署了1964
年的民权法案之后，对前来祝贺他的助手
说，“we （Democrats）have lost the South 
for a generation。我们民主党将要失去南方
一整代人。”之后的历史验证了约翰逊总
统预言，进步温和派在共和党日益式微，
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很快就占据了上风，
尼克松开始实行所谓的南方战略，将曾经
是民主党的连续百年的铁盘南方白人票转
化为共和党的铁盘票，而且从1980年的里
根大选胜利之后，就一直延续至今。马丁
路德金博士的理念和献身精神当然伟大，
约翰逊总统的明明知道这是有损本党票
盘，却依然推动民权法案，这样的无私勇
气，更加难能可贵。

但是，至今在美国相当部分的白人对
有色族裔和外来移民的歧视，依然根深
蒂固。笔者在佛吉尼亚州的州府里士满
（Richmond）曾经工作生活两年1995-
1997，就亲身感受到这一点潜意识。里
士满老城的一条大道上就保留着许多的
南部叛军将领的纪念像。直到今天，南
部有五个州依然有内战当年的邦联旗帜
Confederate Flag高高飘扬。

原来以为，奥巴马的当选象征着美国
对其原罪的一个根本反省和决裂，但是川
普以诬蔑造谣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出生合法
性为票盘基础，以攻击墨西哥人为罪犯高
呼修筑高墙而开始的竞选，而且一路变本
加厉地煽动种族情绪，竟然最终以46%得
逞，再次说明种族歧视和排外意识依然实
力强大。而且现在随着川普的上台，KKK
和 Neo Nazi 白人至上主义，更加越来越猖
獗了。

历史的进步看来的确不是一条直线的，
美国将要面临至少四年的严峻挑战。我们
在美华人，绝大部分都是1965民主党约翰
逊总统的新移民改革法[14]之后才可能来美
国的，坦率而言，是在民权法案之后的不
劳而获的受益者。在今天这一历史时刻，
我们更应该对历史有全面清醒的认知，坚
定站在良知和正义的一边。这才是我们对
马丁路德金博士最好的纪念。

2017年1月16日于纽约
（来源 美国华人 ChineseAmerican.org）

在马丁路德金日和儿子的对话

孩子人数 夫妻合报的AGI 其它报税身份
的AGI

没有孩子 $20,430 $14,880
有一个孩子 $44,846 $39,296
有二个孩子 $50,198 $44,648
有三个孩子 $53,505 $47,955

作者：海阔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