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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毕业，如何成功留美工作?
一届一届的学生进入美国高校学习
，面对毕业后的去向，他们都有同样的
核心问题：怎样才能成功留在美国工作
一展长才？回答这个问题，请同学们先
想想：在准备简历，申请工作时，将会
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为了缩短未来找工
作的时间，有没有哪些事情现在就可以
先做?这问题很令人困扰，也知道很多
人都想留在美国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
整理出几个，留学生在美国寻找全职工
作时，所遭遇的主要挑战，我们一一来
分析并试着寻找破解的方法吧!
英语沟通能力
对留学生来说，要怎么用英文写出
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历、文情并茂的 cover letter 给潜在的雇主;要怎么写出诚恳
又不矫情的邮件给校友……这些都不是
件容易的事(至少和当地学生相比)。
而顺利取得面试机会之后，要面对
的问题就变成：
1 能不能在面试过程中精准了解问
题;
2 及时消化资讯;
3 然后发挥实力漂亮的回答。
除此之外你还得在过程中，说服面
试官，即使英文不是母语，你仍然具有
出色的人际沟通能力，在未来的工作岗
位上，一样能够和团队、同事、厂商、
客户，沟通无碍!
对美国民情和习俗的了解
在无数个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交场合
里，缺乏对美国民情的了解可能会带给
留学生一些麻烦。
比如说，你可能因此不知道哪些话
题其实并不适合在社交场合出现;你可能
因此不熟悉一些美国很常见的寒暄话题(
美式足球、大联盟、NBA……美国人超
爱聊的话题!)。
也可能因此比较难和重量级的校友
，或特地飞来学校的招募团队建立深入
的关系，这些都是留学生在美国找工作
时，可能会碰上的难题。
对美国产业的专业认识
零售、电商、电信、金融、保险
……各行各业的产业特性在美国，可能
与国内的生态环境很不一样!

这可能是留学生们必须多下点功夫
深入研究了解的部分，毕竟你可不希望
自己在申请全职工作的时候，被人觉得
不够专业或经验不足!
同时，在制定求职目标的时候也得
实际些，即使原来在国内有科技业、行
销方面的实习经历，别想一下子就跳到
美国、金融业、财务部门!
一次做一些转换，可以帮你脚步站
得更稳，每一步的成功机率也会大一点!
人脉的广度
作为留学生，常常会倾向跟同样是
国际学生背景，或什至是来自相同国家
的人建立关系，这可能会大大限制了你
的人际脉络发展，尤其你有兴趣的产业
是高度人脉取向。
例如私募基金( PE)、媒体、或是娱
乐产业，没有对的人脉可能会让你不得
其门而入!
所以，如果你能在拓展人脉这件事
上，及早走出舒适圈，扩大你的人脉覆

盖率，对在美国找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美国当地的工作经验
这当然是个加分项!
但如果没有，你在任何跨国公司的
工作经验一样能够帮上忙，怎么说呢?
例如你和不同国家的团队一起工作
，或是你的工作主要是以英文为沟通语
言，都是能证明自己能力和经验的重要
元素。
建议留学生们如果未来想在美国就
业，就必须利用寒暑假的时间选择公司
实习。
依据美国政府的规定，持 F1 签证(
全日制在美国读书)的学生学生只能在校
内打工，但其实还是有些例外，像是 F1
学生可以在暑假和寒假在校外实习，但
需获得同意，证明实习是与你的专业学
习有关以及办理一些必须程序，包含在
I-20 上获得许可签名等。
学校招聘网站
几乎每个学校都会有 E-recruiting(学

校招聘)的网站，也就是企业可以自行到
学校的招聘网站登录最新招聘讯息和校
园面试日期，而学生也可自行上网登录
履历以及网上应征工作。
自行向公司投掷简历
也有许多企业并不到校园招聘，这
时学生们可以自行到公司网站，依照指
定方式应征。如果审核步通过的话，公
司的人力资源部会打电话给你，先用电
话面试，之后再邀请你到公司去面试。
前辈介绍
前辈们通常会早我们一年到公司实
习，可以直接学习他们的经验，到哪家
公司、何时应征、如何应征，通常公司
喜欢用同一个学校的学生，如果学生们
的表现都良好的话，很有机会应征上。
工作签证问题
这可能对留学生来说，是最基本却
也最难克服的难题，毕竟不是每家公司
都愿意接受，需要额外申请工作签证的
求职者。

传统上看来，越大规模的公司或是
越蓬勃发展的产业，例如投资银行或管
理顾问业，通常在这个议题上会表现比
较开放。
当然你自己也不能偷懒，好好了解
H1-B 的申请流程、限制、别人的申请经
验、甚至哪些公司对国际学生比较友善
，这些都是你不能省的功课!
美国留学毕业，如何成功留美工作?
三种合法工作的身份——留美工作
必识必备
大家都知道留在美国的途径是绿卡
，但在你拿到绿卡之前，可能没听过留
在美国工作的另外三种合法工作的身份
：
1 CPT(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2 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3 H1B(Specialty Occupations)
—CPT→OPT→H1b→绿卡
——这也常是一般留学生拿到绿卡
前的顺序
这是留学在校期间能申请的工作许
可证。
因为是在校期间使用，所以要在没
毕业的时候申请。CPT 的本质算是一种
能拿到学分的课程，有的也可以算是有
薪水的实习经验。
拿到学位后，同学们有 1 年的时间
可以留在美国实习。
不过美国政府可不会在你一毕业后
就自动发给你 OPT，需要自己算好时间
在毕业之前去申请。最早在毕业前 3 个
月申请，最晚是毕业后 60 天内一定要申
请。
H1b 是非移民工作签证，期限可以
长达 6 年。(H1B 是 3 年的签证、可以续
签一次。)
申请 H1b 难就难在必须有公司愿意
担保你才可以办理。也并非所有的公司
都有资格帮你申请 H1B，公司通常要到
一定的规模，才有资格为你申请。
总结以上，无论是英文社交能力、
跨国工作经验、产业在美国的生态和特
性，你都该了解自己的不足并且提早补
强，但也别忘了适时表现出你的诚恳，
以及愿意学习、想要成功的斗志与信心!

申请美国高中留学，寄宿家庭怎么收费

一般情况下，在美国留学寄宿家庭
的收费标准一个月大多都是在 500 美元
到 900 美元之间，当然这没有一个确切
的价格数据，而且每一个寄宿家庭的条
件不同，价格自然会有很大的不同。美
国一般传统的寄宿家庭，只负责学生的
接送和饮食，如果学生与寄宿家庭关系
相处得比较好的话，还可以参加一些寄

宿家庭自己组织的活动派对，这可以帮
助学生更快的融入美国文化当中。
1.美国留学寄宿费用
在美国的各个城市当中，按照生活
指数主要分为四级，进而寄宿费用也分
为四级。除去买车、外出旅游、电话费
以及其它的额外消费之外，在这四个等
级的城市当中，留学生的生活费用大约

如下所示：
级别：主要是指
那些美国特大的城市
，比如说美国旧金山
、洛杉矶、迈阿密、
芝加哥、夏威夷、纽
约市等，生活费是
1000 美元到 2000 美元
之间。
第二级别：美国
的一些大城市，比如
说匹兹堡、达拉斯、
奥斯丁、西雅图等一
些城市，每个月的住
宿 费 大 约 是 800 到
1000 美元之间。
第三级别：美国
南部、中西部以及东
南部的一些州和城市
，包括德州、密西根
州、威斯康辛州等等
，每个月的住宿费大
约是 500 到 800 美元之
间。
第四个级别：美国其他的一些州城
市，包括俄克拉荷马州、南卡罗来纳州
、密苏里州等等，每个月的住宿费用大
约是在 450 美元到 600 美元之间。
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在一些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每个月的寄
宿费用也就会高一点，关于美国高中学

费也是一样的。据立思辰留学 360 介绍
，一般情况下，美国高中在一些繁华的
地段，那么学校收取的学费也就会高一
些，因此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根
据自己的实际能力来选择肉毒的高中以
及住宿的条件。
2.住寄宿家庭的好处
最直接的体验美国文化：中国的每
位家长对于来美国留学孩子的期待，是
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快速适应和融入美
国文化的人。住在美国寄宿家庭，学生
可以直接的体验美国本土的生活方式以
及风土人情，寄宿家庭也通常会定期的
出去旅行、去教堂以及举办一些家庭活
动，学生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去感受美
国寄宿家庭生活的乐趣。
生活自理能力的提高：尽管寄宿家
庭会为学生准备一切的家居用品，但是
学生依然要独立收拾自己的房间等，如
果平时能够帮助家庭分担家务，学生与
寄宿家庭的关系也会越来越亲密，在遇
到问题时，学生可以向寄宿家庭成员寻
求帮助。
交际能力的提升：美国是一个开放
、自由、友好的国度，美国寄宿家庭通
常热情好客，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可
以更好的与学生互动与交流，对锻炼自
己的人际交往能力有很大帮助，随着时
间推移，学生与人相处的方式也会变得
十分友善。
有效避免寄宿学校学生杂乱的现象

：美国的寄宿学校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例如印度、韩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等
。相对复杂的宿舍居住环境不利于学生
接触纯正的美国文化，而寄宿家庭很好
的避免学生在其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从
而更快融入美国生活。
3.寄宿家庭生活注意事项
尊重家庭成员：独自在美国高中留
学，我们对待寄宿家庭的成员要像对待
家人一样，爱护他们并互帮互助。如若
遇到文化冲突的问题要及时沟通，不要
碍于脸面把简单问题搞得复杂。同时要
尊重寄宿家庭的作息时间和用餐喜好，
尽量同步他们的习惯。
尊重文化信仰：选定美国高中留学
的寄宿家庭后，学生们要尊重他们的宗
教信仰，祷告时安静严肃。立思辰留学
360 建议留学生们平时多了解宗教禁忌
、宗教节日要入乡随俗，懂得避免敏感
话题，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信仰就引发不
必要的文化矛盾。
乐于与人交流：在美国高中留学过
程中，我们不能因为是异乡人就无限迁
就，要勇敢表达自己并让家庭成员更快
了解自己。最好的美国高中留学经历不
仅是在学校内完成学业要求，而且要敢
于踏入美国社会与各层次人士接触。留
学生可以参加社区的义务服务活动和华
人朋友，多结识美国朋友和本地的华人
团体，对锻炼口语和积累人脉有益处，
也学习了与人相处的技巧。

人在中國
人在中國
初见老郭是在1993年。
那天回家，正遇上父亲和几个人围坐
在一起，推杯问盏好不热闹。父亲资历最
老，居于酒桌的主位，挨着坐的就是老郭
。
老郭个子不高，嗓门却最大，满面通
红，带着三分醉态。见我进来，眉目挑动
笑逐颜开地问父亲，“公子这么大了？”
父亲还未来得及回答，我便被老郭一
把搂过去，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叠钱就往我
手里塞，口里喊着：“压岁钱，拿着叔给
你的压岁钱。”
我虚应了几下，见父亲点头许可，便
接了。出门的时候数了数，足有七大张。
那时候，七百块是寻常工人一两个月
的工资，这远远超过了十二岁的我对零花
钱的认知，于是也就记住了这个出手阔绰
的郭叔。
之后渐渐知道，五六年前，老郭曾在
父亲手下做雕工，全车间二三十人中，老
郭的技艺并不出色，又喜欢耍滑偷懒，父
亲认为他太过轻浮，并不喜欢他。
因为身高不满一米六，同僚们常取笑
他，老郭自己似乎也看得开，常把拿破仑
之类名人的生平挂在嘴边比拟自己。同僚
听在耳朵里，面上点头称是，心里却全不
当回事，嘲讽更甚。
就这样在工厂里做了两年多，始终没
什么长进，老郭自觉无趣，大概也不安于
现状，突然有一天，就跟父亲请了辞，说
要去云南做生意。
父亲也没怎么拦阻，交代了一些安全
事项，由得他去了。
只是没想到不过短短几年，老郭就发
了大财，成了中缅边境上玉石界有名的金
主。这次回来，还亲自押送了一车价值不
菲的原石归家，算是衣锦还乡了。
没过几天，老郭在全城最好的饭店定
了几个包间，宴请了原来厂里的一些头面
人物。我和父亲到场的时候，服务员正一
瓶瓶的往桌子上码白瓷瓶子的茅台酒。
席间，老郭一直不辞辛劳地在各桌轮
番倒酒行酒令，对同龄人敬酒来者不拒，
对长辈敬酒则双手捧上，到了几位师傅那
里，必先鞠躬。
父亲便在旁教我：“注意学学，以后
长大要用到的礼节。”
我对这些应酬上的缛节并无兴趣，而
在座的人对于老郭富而不骄的姿态，几乎
是个个称道。很快，便有人开始绘声绘色
地讲述老郭在缅甸购买玉石的经历，讲老
郭认识的军方人物，如何在武装队伍的护
送下驱车穿越深山，经过一个又一个地方
关卡，历尽千辛万苦，将玉石运送入境。
老郭手里的酒杯从开席起就没有放下
，饮水一般扬脖子倒酒，没一会儿，脸就
红通通的像是上了色。旁人讲的时候，他
笑吟吟地安坐在那里，一边听自己的荣耀
历史，一边张望着不断啧啧称奇的诸人，
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故事中一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细节，不
免令人生疑，若有人问及起来，老郭逐条
详细作答。例如，席间有人问，中缅语言
不通、不同武装势力如何斡旋，众人难以
想象，老郭却轻描淡写地解释说：“那些
地方武装十有八九是中国人的后代，舞刀
弄枪、争矿山设关卡，无非是为点钱财利
益，咱去给他们带的都是财气，就是财神
爷啊！一入境就被人保护着、供着，到哪
儿都有翻译跟着伺候。再说了，做生意时
候，即便是听得懂，也要装作听不懂，一
来可以让人放松戒心，听点消息，你要说
你听得懂，人家就要避着你说悄悄话了；
二来也可以抬高身份，缅甸人势利，跟他
们做生意咱姿态要高。”
说话间，老郭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钱，
在空气里甩了甩：“喏，人民币人家不认，
咱带去的都是这美金，一块能顶咱十块。”
望着只在电视里出现过的美钞，常年
在小城生活的众人更是开了眼界，人人叹
服。我尚年少，听着那些故事，就仿佛看
到老郭行走于枪林弹雨间谈笑风生的样子
，好不钦佩。
聊至兴起，醉醺醺的老郭还站起来要
为大家献歌一首，说罢拿筷子敲着瓷碗就
唱了起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精
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者
……以智慧，也能给……勤奋者……以收
获……”在座的大多都靠着玉石脱贫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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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境线流浪的玉石老板

，一桌人很快都跟着哼唱起来。
歌声中，老郭的形象仿佛更高大了。
按辈分论，老郭叫父亲老师，应与我
平辈。可是老郭执意要改称呼，要我喊他
叔，父亲也由他去了，只是偶尔咕哝两声
，觉得老郭僭越了高低。
老郭后来又独自上门来，提了价值不
菲的礼物。酒过三巡，散了根烟给父亲，
说：“我邀请你到云南去，我们缺技术。
只要你去，钱不是问题。”
父亲转头看了看在旁边端坐的我，
“我这拖儿带女的一大家人，不比你利索。
”老郭不以为然，“老师你是担心我实力吧
。”随即又凑近父亲，压低声音，“只要你
去，两百万开厂资金，全部我出。”
父亲笑笑，“不是钱的问题。”
老郭挺直了并不魁梧的身板，极有力
地摆了摆手，“老师你还是太知识分子，
怕这怕那，这样发不了财的。你瞧我，字
都认不全，怎么发的财？没别的，就是敢
干，别人不敢干的我都敢干。钱，车，女
人，我现在什么都不缺！”
父亲又笑笑，不置可否。
话不投机，两人不欢而散。老郭走时
，我和父亲出门送他，望着路灯下远去的
车尾灯，父亲摇摇头说：“少年得志。”
这寥寥四字，像夸人，又不太纯粹。
我当时不大懂，但对父亲说这话的语气，
记得很清楚。
从此，老郭远在天南，我也没再见到
过。
忽忽一二十年过去，这些年间，父亲
偶尔在闲谈时提到老郭，不是说一些老郭
昔年在车间内做工偷懒的轶事，就是感叹
两句“树挪死、人挪活，年青人有闯劲”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那几年我独自在外
求学工作，差不多就快要把老郭忘掉的时
候，偶然间竟又遇见了他。
2011年我回家休年假，发小伙计邀我
同去云南瑞丽取两件玉石。山遥路远，我
有点犹豫，后来听伙计说货主是老郭，便
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父亲嘱咐我，说老郭
境况如今大不如从前，要是有时间就去看
看，若没兴趣，就当去旅个游。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
在酒店房间等待老郭的时候，和伙计
聊起老郭这些年，伙计直摇头，“早就破
产了。这趟来也是受人所托，买他的东西
就是接济他，还个人情。”
“托付你的那人也挺有情义啊。”我
说。
伙计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什么情
义，要不是老郭在电话里跟人一把鼻涕一
把泪的哭诉，谁会答应他。一把年纪了，
不务正业，就知道哭穷乞讨。那两件石头
我看过照片，不值多少钱，这跟讹诈有什
么区别。”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印象里，老郭那
副豪爽善饮的样子，即便是破产，也会保
持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气度吧，又怎能跟讹
诈挂上钩？

伙计说，老郭从玉石界陨落的原因不
是很清楚，坊间流言称，他是犯了色戒，
跟一个缅甸华侨女人纠葛不清，被当地权
贵整成了这副模样。也有说是被北方来的
诈骗犯设了局，老郭贪心上了套，最终被
骗得倾家荡产。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老
郭好酒，前些年还有所节制，后来钱多得
花不完，就开始越发放纵，酒瘾越来越大
，渐渐生意也荒废了。
酒色财气，也许都沾了些，但总觉得
也并不至于如此。我正盘算着，伙计说，
人来了。
从窗户边往下望，只见一个人戴着顶
遮阳帽，站在楼下的棕榈树下东张西望，
背驼得厉害。
我开口喊：“郭叔！”连喊了好几声
，老郭才抬起头，在边城明媚阳光的照射
下，我看到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眉眼
未变，皮肤满是皱纹，下巴爬满了短短的
灰白胡须，活脱一个老头的模样。
面对早衰、蹒跚的老郭，我很想问问
他这几年经历了什么，又犹豫着开不了口
。一旁的老郭则不住地叹息，“时光荏苒
，造化弄人，咱这故人在这遇见了……”
我觉得他客套多了，而且有些心不在
焉，一边跟我聊，还一边不住瞄着伙计。
伙计知晓老郭的心事，从包里拿出两叠钞
票，塞进他的斜肩包，顺手取走了他递过
来的玉石，看也没看就装了起来。
看钱落袋，老郭的眼睛瞬时就亮了起
来，似乎一下子恢复了神采，把斜肩包的
拉链紧了又紧，一只手把包拢在怀里，另
外一只手挥了挥，说：“走，咱爷仨去喝
一杯。”
就近找了个饭店吃饭，我和伙计不怎
么喝酒，老郭生劝了一会，大概看我们冥
顽不化，也就自斟自饮起来。
时隔二十年，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老郭
喝酒，酒量似乎又大了许多，风卷残云般
，很快一瓶二锅头就见了底。我和伙计还
没来得及阻拦，老郭已又开了一瓶。
我未曾见过这般的嗜酒者，有点不知
所措。伙计去结账时，老郭挥着一只不住
哆嗦却始终不放开酒杯的手，含糊不清地
喊：“我来我来，说了这顿我请。”
嗓门很大，却始终不见行动，伙计见
怪不怪，也不理他，自己买了单。
送老郭上车后，我说：“这几年玉石
生意正红火，老郭有经验人脉，应该还站
得起来吧。”
伙计摇头说：“哪还有什么人脉，生
意场本来就人情冷淡，他现在的情况，连
以前那些酒友都不愿意再跟他来往了。”
我问为什么，伙计啐了一口，满脸都
是鄙夷：“品行太差！有钱了就在外头包
养小老婆，这还算好说，关键是他连原来
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不管不问，逼着老
婆离了婚，孩子十几岁了都不认识他爹是
谁。现在报应来了，别人幸灾乐祸还来不
及，谁还理他？”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接近饭点的时
候，老郭的电话就会打过来，约好吃饭地
点，自带两瓶二锅头，菜未动筷，先灌上

半瓶。
我和伙计见识了老郭的酒瘾，深以为
恶，但又碍于晚辈礼节，不好拒绝。接连
几天，看到老郭的电话，只能故意不接，
能躲就躲。
半个月后回程时，我和伙计都长舒了
一口气。
新进的同行都懂得学几句缅语，来做
买卖的缅甸人渐渐换成了生面孔，也不再
买老郭的账，老郭就渐渐失去了经济来源
。新进的同行都懂得学几句缅语，来做买
卖的缅甸人渐渐换成了生面孔，也不再买
老郭的账，老郭就渐渐失去了经济来源。
回去后，我特意找了业内的朋友问老
郭的情况，大家无一不觉得惋惜。惋惜之
余，全是对老郭酒风的厌恶。
初来云南时，老郭结交了很多酒肉朋
友，接待远来的故人，都用傣缅自酿的高
度米酒，那时候一起喝酒，大家都称赞老
郭有李杜遗风、酒仙之气；可等他钱财散
尽，这嗜酒如命的习惯却惹人生厌起来。
“风光时好喝酒就是优点，人人攀附
追捧。现在时不我与，就变成了破落陋习
，个个贬损。”我给父亲回话的时候，父
亲如此感慨。
玉石生意向来看货谈价，很多中国人
在与缅甸商人谈价谈不拢时，便找中间人
去交涉。
起初，老郭还能靠着一点人脉帮忙撮
合生意，多少也能拿点提成。后来几年，
行业江山换代，新进的同行都懂得学几句
缅语，来做买卖的缅甸人渐渐换成了生面
孔，也不再买老郭的账，老郭就渐渐失去
了经济来源。
即便如此，老郭嗜酒的习惯依然没有
改掉，还开始变本加厉。没过多久，老郭
对市场和行业的见识就已经完全脱了节，
这对靠个人眼力、以及对动态市场的理解
来吃饭的玉石从业者来说，是最致命的。
每天起床后，老郭会先喝上一瓶二锅
头，然后顶着一副醉态出现在市场上，多
数时候都会空手而归。回去后又是一瓶白
酒下肚，沉沉睡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日
复一日都是这样醉生梦死的生活。
玉石市场上的多数人都认识老郭，就
算他如今落魄了，但也还保持着对他表面
的尊重。只是有些新来的缅甸人不明就里
，以为老郭就是个不务正业的中国老酒鬼
，几个促狭点的常把他当活宝乞丐一样逗
笑，就像多年前工厂里的工人取笑他的身
高一般。
老郭醉意不浓时也听得懂，受不得这
个气，就站在那里回骂，引得一群同行同
乡都围着看热闹。
有次骂得久了，围观的人群都开始散
去的时候，看缅甸人依然谑笑不止，老郭
突然抄起缅甸人摊位上的几块玉石，转身
就跑，边跑边骂：“敢笑话老子，老子扔
了你的东西。”
人们都被逗乐了，倒是缅甸人急了眼
，忙喊着抓小偷。
老郭一直往旁边的河里跑，还没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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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米，就被巡逻的边防警察抓住了。
警察看他一把年纪、满身酒气，加上
都是中国人，缅甸人也并没有真损失什么
，最后也就教育了一番了事。
同乡跟我转述的时候，我想象了一下
那个场景，不免有些唏嘘，又觉得老郭这
举动颇有些喜感。末了，同乡还补充道：
“这老郭也不知道是真醉假醉，拿人家石
头时还是挑的最贵的下手。”
之后没多久，老郭突然失踪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几个同乡去住的
地方找他，才知道早在大半个月前，老郭
就因为欠房租被房东赶了出去。
几个同乡先凑钱帮他还了房租，然后
骑着电动车分头去找人，傍晚时分，终于
在边界上的一个凉亭里找到了他，原来这
么多天，晚上他就睡在这里，白天则跑去
瑞丽江旁的芦苇丛里熬时间。同乡问为什
么白天要躲起来，老郭说，白天睡在凉亭
里被缅甸人看见，很丢中国人脸。
同乡给他凑了点钱，让他回老家去。
老郭当场便答应，感激得痛哭流涕，但等
同乡一走，转身就把大家凑的钱换成了二
锅头，继续醉倒在路边。
于是，再没有人去管过他。
中缅边境的围栏虽高，但总有缅甸人
把栏杆凿断，偷钻入境。守法的就带点土
产过来做点小买卖，不守法的就明火执仗
地抢劫。许多中国游客着了道，又苦于人
家来去自如，只能自认倒霉。
后来，当我再去瑞丽的时候，老郭据
说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了。
同乡告诉我，一开始，老郭在国门附
近的景观建筑旁安了身，吃住不离。后来
，因为影响市容被维持治安的武警赶，索
性就在最偏远的一处国境围栏边的凉亭里
呆着，也算是有一方瓦片遮雨。只因那里
人迹罕至，老郭被越境过来的缅甸人洗劫
了几次，被褥、衣物、铺盖，甚至皮鞋等
等，都被掳走，所幸没有伤到人。
老郭被同乡发现栖身凉亭之时，除了
一身脏衣和一顶帽子，已无长物。也不知
道他这样已经过了多少天。
“他的家人呢？”我问，然后又知道
自己问了个蠢问题。老郭无家可归不是一
天两天的事了，想来他自己也考虑过归乡
的事，然而至今仍滞留在这里，其中必然
有无法明言的难处。
我给父亲打电话述说了老郭的状况，
父亲问了两句后，便只是叹气，末了说：
“你看着能帮就帮点吧，”顿了顿又说，
“一次别给太多。”
我猜想，大概父亲内心深处也对当年
拒绝老郭的邀约有点悔意吧，但父亲是不
会说出来的。
也是直到近几年，我才渐渐理解，父
亲当年那句“少年得志”中饱含的复杂情
绪。
想到父亲自己这些年的起伏，之所以
后来能成为玉雕工艺大师，也是少年立志
苦学，才得以改变自己本为农民的命运，
随后却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环境，困
守于单位之内，始终下定不了单飞的决心
，直到单位改制、工厂倒闭，醒悟过来时
年岁已长，不仅失了先机，号召力也已经
大不如前。虽不能说晚景凄凉，却也早没
了昔年的风光。即便现在的境遇跟老郭不
同，也总有惺惺相惜之感吧。
问了同乡具体的位置，傍晚的时候，
我独自去了凉亭。
远远就看到，老郭真在那里，还带着
那顶遮阳帽，斜倚在凉亭的柱子上，正对
着几米之隔的异国土地发呆。
才刚刚靠近，我就闻到一股浓重的气
味。看到我，老郭先是笑了，笑容还没在
脸上散开就僵住了。
我装作没看到他的尴尬，上前两步，
往他手里塞了两百块钱。
老郭热切地盯着我的脸，紧紧攥住我
的手，鼻涕眼泪一起流了出来，哽咽着说
：“谢谢，谢谢。”
我心里堵得慌，躲闪着不看他的眼睛
，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代我向你父亲……老师问个好。”
我没再说话，点点头转身离开。走
了一段路，才忽然意识到，重逢至今
这是老郭第一次提起父亲，想起那时
两人促膝长谈的景象，有点物是人非
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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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麦可:川菜里的百味人生
上世纪 70 年代初生于四川资阳，中学毕业后开始学习川菜烹饪，之后又做起了长途贩运蔬菜的生意。经
历了生意上的起伏，2006 年年底，马麦可在朋友的带动下只身一人来到纽约，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打拼。作
为一名 21 世纪的新移民，他没有经历过老一代移民因中美生活水平差异巨大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但他表示，
喜欢这里简单安静的生活环境，能在这里从事他喜欢的川菜烹饪是他理想的生活。如今他在费城宾大附近以
大厨的身份与人合作经营一家川菜馆。而两个女儿也已学业有成，一个在曼哈顿从事精算业，一个在纽约州
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就读药剂学博士。
初遇贵人 学艺蓉城
我从小就对烹饪很感兴趣，因为我们
家里有很多人都从事餐饮行业。川菜是一
个菜肴丰富、味道独特的菜系。那时候，
年轻小伙子都以能够炒一桌地道香辣的川
菜而自豪，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也让我很
早就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川菜大厨。
但万事开头难。中学毕业后，我走遍
成都周边的市镇，喧闹的菜馆星罗棋布，
但却没能找到一位愿意带自己的合适的师
傅。其实这个也不奇怪，一个刚工作的毛
头小子，谁愿意在繁忙工作的同时还要费
心去教导你？就在我感觉没有出路拜师无
门的时候，机会却来到我跟前。
人与人的缘份往往就产生在一瞬间。
那年冬天，我乘坐成昆线火车去眉山拜访
一位朋友，在火车上，大家都低头忙着各
自的事情，或者打牌聊天。我当时一个人
望着窗外发呆，心里为前路渺茫发愁。突
然，眼前走过来一个身形宽大的中年人，
冲我笑笑，问我对面有没有人。得知是空
位，他便坐下来和我聊起天来。闲谈中我
才知道，面前这位相貌平平的汉子，竟然
是成都著名餐饮品牌“龙抄手”的名厨万
师傅。我立刻心生敬意，激动得不行。心
想如果能让他带我学习厨艺，那该是多么
幸运。
万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思，当下就答应
收我为徒，并约定一个月后在龙抄手店等
他。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百年名店里学习
川菜的难忘经历。万师傅教导我做事要严
谨专注，做菜做人都要堂堂正正。烧菜的
时候，要讲究用料的考究和火候的精准，
一道恰到好处的菜肴必定是一名厨师技艺
和修养的结合。川菜里最著名的头菜，便
是“抄手”，也就是馄饨。抄手的精华在
于馅料，好的馅料入口绵软多汁，香滑无
比。万师傅教我“推蓉”、“挑筋”的技
巧，告诉我无论准备馅料还是烧菜都要胆
大心细。学做担担面时，师傅让我从几十
种不同的面粉里挑选最合适制面的一种，
并且告诉我担担面的精髓 —— 臊子的重
要性。他说，光一份简单的担担面，调味
料就有很多种，我们就是要用会让食客看
花眼的众多调料调配出千变万化的佳肴。
师傅的这些话，让我至今受益。
辞别了万师傅，我又在成都各地的农
家乐摸爬滚打。在“龙抄手”的时间虽然
不长，但学到的做人做菜的精神却一直影
响着我。为了做好工作，我几乎把当地的
大街小巷都跑遍，四处求教，只为努力把
农民菜单上的食物变得更符合现代人的口
味和审美。从学艺到成为各家餐馆争相聘
请的厨师，我用了五年的时间。这当中，
我认识了很多不错的朋友，开拓了视野，
这也让我向往更好的发展。

下海经商 历经起伏
九十代年初在餐馆学艺，没几年，我
看到周围朋友都在做生意发财，我于是也
想换个赚钱快的行业。那时候也稍微有了
一些积蓄，所以我决定和朋友一起下海经
商，做长途贩运蔬菜和小商品批发的生意
，闯一番自己的天地。我们四处往周边的
学校、商场推销产品，和当地很多工厂建
立了联系。蔬菜生意受到很多学生和商户
的欢迎，独具特色的四川旅游商品也销路
很好。那些久居城市的人，得知我们的蔬
菜都是无公害食品，就经常一次性买上几
十斤送给外地的朋友。而来成都游玩的朋
友拿起我们在锦里古街推广的蜀绣作品，

都往往赞不绝口。眼瞅着生意越来越好，
我们几个同伴决定加大投入，更快打通成
都其他县市的渠道。
可正在这时，一批竞争者看上了这块
蛋糕，开始纷纷涌入市场。他们紧盯四川
批发生意浪潮兴起的大势，一拥而上。结
果，我们的合作商户和超市随之陆续减少
。这时的我，已没有回头路，人工材料成
本也上涨很快，资金链也出现了问题。我
们几个合伙人最后不得不散伙，自谋生路
。我的经商生涯就这么结束了。好在那时
候我已经有了不错的经济基础，两个女儿
也都开始慢慢长大，她们给了我很大的心
理安慰和精神支持。随后我决定重操旧业
，回到我喜欢的餐饮业，继续去餐馆给人
做厨师。

大洋彼岸 打工谋生
回到餐馆行业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
这期间我身边有不少朋友都来了美国。我的
姐姐也已经来美国好多年，他们都鼓动我来
美国闯荡一番，并且告诉我许多在美国的生
活经历。逐渐逐渐，我被他们说得心动了。
我跟老婆和两个女儿说了我的想法，她们都
表示支持。这让我也彻底放下了心理包袱，
就决定一个人先来美国试试。
就 这 样 ， 2006 年 年 底 ， 我 只 身 一 人
来到纽约。这边的生活环境与我事先预
期的差别不大，但餐馆的工作方式和环
境跟国内还是有一定差距。在国内做厨
师手下有一个团队，大家分工协作，而
且吃饭时间都集中在两三个小时内，中
间可以有不少休息时间。但在这边就没
有那种环境，身边人手很少，很多都得
靠自己动手，而且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
，强度比国内大。
我先后在曼哈顿中城的草堂、大四川
等好几家餐馆做过。后来也去芝加哥工作
了两年，也去过亚特兰大、丹佛、洛杉矶
、旧金山、休斯敦、华盛顿、西雅图这些
地方的中餐馆。也算是走遍了美国东西两
岸的城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这期间我的妻女都还在成都，所以也
非常想念她们。有时候餐厅外卖多的时候
，压力很大，有一次还把自己的手切出很
深的伤口，但这些苦也不好跟家人讲，免
得她们担心。好在这些努力也没白费，我
对美国的川菜行业也有了非常好的了解，
工作上越来越来越顺手。

妻女团聚 费城创业
2011 年，我妻子和两个女儿终于来到
美国和我团聚，我们开始规划新的生活。
我把这几年存下来的积蓄盘算了一下，决
定与朋友合作开个餐馆。几经考量，我们
决定去费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川菜店“川
流不息”。筹备了两年，我们的小店终于
在 2013 年开张。当时吸引了周边很多华人
和留学生，还有很多喜欢中国菜的美国朋
友，刚开业便生意红火。我们坚持用传统
手艺制作川菜，得到了很多食客的称赞。
一时间，饭店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来用
餐的朋友络绎不绝。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我们认为可以安
心经营餐厅的时候，麻烦来了。由于与店
铺房东的一些纠纷，我们被迫关闭了这家
餐厅。直到现在，很多老客人都感到非常
遗憾，我们心里也有很多无奈。但我始终
和妻子说，应该感谢困难，因为遇到难题
怨不得别人，只有做好百分之百的准备，
才能应对不同方面的挑战。这次失败的经
历，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川流不息 创造百味
有了之前的经验，我们后来又重新选
址开店，这次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要多做
一些判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带着复杂
的心情，我们找到了“川流不息”现在的
门店，在宾大校园附近。我们这次下定决
心，一定要吸取教训，全身心地按照我这
些年学习和体会到的川菜理念来经营餐馆
。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川菜和国内的相比
，差不多可以达到 90%的正宗。完全百分之
百相同也不可能，毕竟油料和食料都不完
全相同。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完全拘泥
于传统川菜的风格。美国这边的人，南来
北调，大家的喜好都各不相同，所以没有
绝对的标准，如果客人不喜欢那么辣，那
就不要太辣，一味强调川菜的做法不可取
，应该因地制宜。
只要看到店里面客人心满意足的神情
，我们就打心里感到高兴。紧张的神经也
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能够得到这么多朋友
的认可，感觉很舒心，很踏实。

家人温暖 共担风雨
这一路走过来，家人是我坚持下来的
动力。周末店里忙的时候，她们都会过来
一起帮忙。打包、接电话、带位、点餐，
各种琐碎的事情现在我女儿都可以做得得
心应手。我两个女儿在美国都表现得很优
秀，我很自豪。大女儿现在在纽约从事精
算工作，并且还找到了一名军人为伴。我
女婿在北卡的陆军服役。小女儿也考上了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药剂学博士。
现在我们全家人也算幸福美满。休息的
时候我喜欢带她们去周边郊游，拿着相机给
她们拍照，有时候也会给孩子们讲讲以前的
经历。能有今天的生活，我很欣慰。
我是个靠力气吃饭的人。我不喜欢搞
复杂的人际关系。虽然以前在国内的生活
也不错，可是毕竟人多，有太多社会关系
需要打理，我还是喜欢现在比较安静的生
活。
现在店里生意已经走上正轨，老顾
客也越来越多。大陆的，台湾的，都有
。有一位台湾同胞，一下飞机就直奔我
们的餐馆，点名要吃他们上一次聚会的
菜。有一次，一位湖北的老师，专门选
择在这里招待朋友。一问才知道，他的
朋友都是十几年没见面的老同学，之所
以选择在这里，就是因为觉得店里有一
种家人的温暖。最有意思的，是经常有
几位黑皮肤的美国人，特别喜欢坐在前
面吧台和我们聊天。他们喜欢吃川菜，
也喜欢学习中国文化。每到这时，我就
叫服务生一起教老外学习中文，教他们
说出川菜的名字。几个月下来，有的客
人已经可以熟练地用中文点餐，我也顺
便学习了英文。客人出去旅游回来，经
常给我们带他们国家的礼品，甚至服饰
。我们也经常把国内亲戚带来的特产和
客人分享。这些点点滴滴，也算是我们
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故事。这里就像是
我和所有客人的家，来往的朋友们来吃
饭聊天，天南海北、交流生活的同时，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
菜的品质和人的品质一样，需要经营
。做事做人，都应该讲究信誉。四川有句
俗话：人生在世，遇事雄起。我们就是要
把这种坚持到底、勇敢打拼的精神践行在
餐饮中，让更多的人认识川菜，也让中国
文化在海外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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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王国史上
最早最好的中国人

）在事先了解到冯达旋的华
人身份后，特意在交流中对
他提及 “波音公司起源于中
国”的说法。
“当时我们去波音公司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其施压不
要关闭在宾州的一家工厂，
当时参会人数众多，时间有
限，所以我没有机会和康迪
特先生搞清楚他讲那句话的
来龙去脉，直到我参观了成
功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历史展
览，我才一下子明白了是怎
么一回事。”冯达旋说。
在展览上展出的王助的照
片和生平介绍显示，这位当
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航空系毕业的高材生，竟
然是波音公司在 1916 年创办
时聘请的第一位工程师。他
被波音公司称为 Model C 型
水上训练飞机之父——这是波音在 20 世
波音背后的中国人
纪初第一架商业上成功的飞机，也帮助
“当我看到王助教授在成功大学的 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了美国政
照片，我忽然有一种不能自主的激动。 府的第一份订单，使波音挣得第一桶金
我突然意识到在成功大学里有一位像王 ，为日后发展壮大打下基础。
教授那样的科技巨人。”美国著名华裔
23 岁成为波音首位工程师
物理学家、前达拉斯大学副校长冯达旋
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2016 年 1 月 25 日，波音公司创立一
2007 年，在一次校史展览上，时任 百周年之际，其总部所在地美国华盛顿
台湾成功大学副校长的冯达旋第一次了 州参议院通过了第 8693 号决议文，特别
解 到 曾 在 该 校 任 教 的 王 助 教 授 纪念和表彰王助在航空工业的贡献。
（1955-1965）。通过展览上对王助教授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他，
生平详尽的回忆和介绍，一段过往历史 但他（王助）帮助建立了我们这个州最
中的疑问似乎突然得到了解答。
大的公司之一，”时任州参议员长谷川
1999 年，冯达旋在美国担任时任宾 （Bob Hasegawa）在州议会大厦宣读这
夕法尼亚州众议员柯特· 威尔登（Curt 份决议时说，“作为波音公司的第一位
Weldon）的科技顾问时，曾陪同威尔登 工程师，他是航空业的先驱，也是我们
访问过波音公司总部。当时接待他们的 州历史上的关键人物。王助的故事有助
波音公司总裁菲尔· 康迪特（Phil Condit 于提醒我们中国早期移民对美国当地经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
波音 737 MAX 8 型客机发生坠机事故，
这是继去年 10 月印尼狮航空难事故之后，
该型号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事故发生
后，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全
球多国相继叫停波音该型号飞机的执飞。
作为全球最大的航天航空器制造商，
也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大型民航机制
造商之一，位于风暴中心的美国波音公司
正受到全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
1916 年，波音公司诞生于美国西雅图
一个手工作坊，一个世纪以来逐步发展成
为全球航空航天领域的巨无霸。很少有人
知道，波音公司初期的兴起和一个中国人
密不可分，他就是波音公司首位航空工程
师——王助（Wong Tsoo）。

济和我们国家贡献的广度。”
王助 1893 年生于北京，原籍河北。
1908 年进入烟台海军水师学堂学习。
1909 年考取官派留学，赴英国在德伦大
学（Durham，或译达勒姆大学、德兰姆
大学）学习造船与机械。1915 年，王助
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航
空专业，1916 年夏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
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美第一个开办航
空工程专业的大学，该专业的首届毕业
生中包括了波音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之一
乔 治 · 康 拉 德 · 韦 斯 特 维 尔 特 （George
Conrad Westervelt），正是他向另一位
创始人威廉· 波音（William Boeing）推
荐了王助。
波音公司时任总裁菲尔· 康迪特
1997 年在美国国家工程师学会发表演讲
时证实：波音公司的创始人威廉· 波音
的商业伙伴韦斯特维尔特将来自麻省理
工学院的工程专业毕业生王助介绍给了
他。当时，王助是美国不多的几位学过
航空专业的稀有人才，那时美国的航空
业也在草创期，所以威廉· 波音十分器
重王助，委以公司第一位工程师的重任
。1916 年，年仅 23 岁的王助成为波音公
司第一位航空工程师。
王助在美国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
社会排华的年代。1882 年美国通过了迄
今为止唯一一份针对某个特定种族的
《排华法案》，这部法案直到 1943 年才
被废除。
2005 年，为了感谢王助在波音公司
草创阶段做出的贡献，波音公司总部的
飞航博物馆内设立了一个专门纪念王助
的个人展区，在波音公司的纪念文告上
，开篇写着的是这样一句话：“最早，
而且最好”（First, and Best）的评价。
2008 年，冯达旋曾带领成功大学访
问团专程访问了波音公司，并带去了一

份特别的“礼物”。王助在五十年代应
聘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职位时，履历表上
填写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波音公司的总
工程师，这份履历表至今仍陈列在波音
公司飞航博物馆王助展区内。

建立中国自己的飞机制造厂
1917 年 11 月，王助辞去波音的职务
，与几位同在美留学、工作的中国人一
起回到了中国。关于他们回国的动因，
王助的同学兼好友巴玉藻后来在自己的
著作解释称：“我们进厂的时候适好碰
到一个很好的
机 会 …… 所 以
在 1917 年的时
候我们就觉得
，我们可以回
去创造起来了
。我们建厂计
划在这个时期
成熟。”虽然
巴玉藻没有详
述这个所谓的
“很好的机会
”是什么，但
明确表示，王
助、巴玉藻、
王孝丰、曾贻
经四人结伴同
时回国的目的
很明确，就是
要建立自己国
家的飞机制造
厂。
综合国内
媒体此前的报
道，王助离开
波音公司回到
中国后，于
1918 年 在 福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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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建立了中国首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
。1919 年，王助与巴玉藻为海军设计制
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甲型 1 号
”初级教练机。1922 年 8 月，王助与巴
玉藻合作，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
机浮动机库――浮坞，由上海江南造船
厂制造成功，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
修的难题。
1933 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通过
外交途径和当时的三大空军强国――美
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谈判，欢迎他们
来中国合资建厂。王助和钱昌祚、朱霖
等人以中国技术专家身份参与和三国飞
机制造厂商签订三项合同的谈判和签约
。与美国合资经营的是中央杭州飞机制
造 公 司 （Central Aircraft Mfg. Co.
Hangchow），简称中杭厂，厂址选在杭
州笕桥。
1934 年 6 月底中杭厂建成投产，王
助被任命为第一任监理，是中方的最
高负责人。他在任 3 年期间，中杭厂修
理、组装和制造飞机 235 架，其中包括
“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Ⅱ”和
“霍克-Ⅲ”战斗机、“弗利特”教练
机、“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
”轻轰炸机等。中杭厂是旧中国历史
上修造飞机最多和最著名的一个飞机
制造厂，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据《钱学森故事》（解放军出版社
，2011 年版）一书所述，在中杭厂工作
期间，王助结识了当时作为实习生来到
中杭厂实习的钱学森，王助很快发现了
钱学森的才华，并毫无保留地教授他各
种航空知识。1935 年，钱学森赴美留学
，就读于王助当年求学的麻省理工学院
，数十年后，钱学森成为了中国火箭科
学之父。
1955 年，王助隐居台南，在台湾成
功大学任教。冯达旋称，王助在任教 10
年中，为备课和研究工作，常深夜不眠
，健康逐渐衰弱，经医生检查发现肝炎
严重恶化，咳血不止，1965 年 3 月 4 日
在台南病逝，终年 73 岁。
“王助一生，任劳敬业，成果
卓著，作为波音第一任总工程师，
如同彗星般在美国航空史上发光、
闪亮，更为世界飞机工业开拓了商
业与军事领域的发展空间，回国后
又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奉
献了毕生精力，是我国航空工业杰
出的奠基人，称其为一位伟人，我
感到一点也不过分。”冯达旋这样
评价道。

環球視野

新西兰枪击案
:
有人扑倒了枪手
拿走了他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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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西兰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之一”。当地时间 3 月 15 日下午，新
西兰南岛克莱斯特彻奇（Christchurch
，又名基督城）两座清真寺的枪击事
件，已经夺走了至少49条生命。
一些幸存者开始讲述那残忍又绝
望的时刻。
据新西兰先驱报 15 日报道，Linwood街的Masjid清真寺枪击案（当天
第二起）的一名幸存者透露，平常照
管清真寺的一名年轻男子当时冒着生
命危险扑倒枪手，并夺走了枪。
幸存者马扎鲁丁（Syed Mazharuddin） 视频截图
这位幸存者名叫马扎鲁丁（Syed
Mazharuddin），他说当时“人们很害
怕，到处都是尖叫声，我想找个地方
躲起来。就在这时，枪手走进了大门
。这是一个小清真寺，大约有60-70人
。”
“入口处有老人在那祈祷，他开
始对着他们开枪。”
他说，枪手穿着防护装备，疯狂
地射击。
这时，清真寺里一位男子想要阻
止他。
“那个照管清真寺的年轻男子
……他瞅准机会扑倒了枪手，然后拿
走了他的枪。”
“那位英雄想要追击，但他找不
到枪的扳机……他就跟在（枪手）后
面跑，但是有人在车里等他（枪手）
，他逃跑了。”
马扎鲁丁说，他周围的朋友有的
胸部中枪，有的头部中枪。他的一名
朋友当场死亡，另一位朋友当时流了
很多血，马扎鲁丁跑出去想联系急救
人员。
但是后来警察来了，警察不让马
扎鲁丁再回到清真寺。他很遗憾地说，
我没能救我的朋友，他流了很多血。
“大约花了半个多小时，救护车
才赶到，我想他一定是死了。”

“一位父亲带着 3 个孩子想逃走
，但都被打死了”
当天在第一起努尔（Al Noor）清
真寺枪击案中的幸存者也向记者描述
了他看到的惨烈景象。
哈 立 德 （Khaled Al-Nobani） 说
，当时一名男子手持两支步枪进入，
“开始向所有人开枪”。枪手还一直在
“说脏话，放音乐，还打电话给朋友”。
“这个家伙，这个恐怖分子，大
概在那站了两分钟。在那之后，他向
所有人开枪，包括年轻人和老妇人。
“他在门口朝开枪打了第一个人
，在走廊打了两个，然后走进来开始
扫射人群。”
“我从一扇门逃出去，在我朋友
的帮助下先打开门带孩子们走。”
哈立德还讲述了一名男子试图从
枪手手中夺走枪支的情景：“一个人
扑向他，试图夺走他的枪。但是他一
枪就把他打死了。我试图跟着他（枪
手），但我做不到。”
哈立德还看到，一位父亲带着他
的3个孩子想要逃走，但他们都被打死
了。
他对警察的反应很不满意：“警
察大概用了20分钟才来，我们在市中
心。市中心啊，警察用了20分钟才来
。没有交通问题，应该2分钟就到。”
哈立德说他的两个朋友已经去世
，其中一个是叙利亚难民，有四个孩
子和一个妻子。
惨烈的枪击案发生后， 新西兰总
理在发布会上确认此事为“恐怖袭击
”，死亡人数升至49人，另有48人受
伤。目前警方已逮捕3男1女。
事件发生时，网络上传出一段自
称是作案枪手、来自低收入家庭的28
岁白人男子布伦顿· 塔兰特（Brenton
Tarrant）的行凶直播。他还发布 87 页
的“自述书”，宣扬自己反移民、反
穆斯林理念，表示要“发动屠杀报复
入侵者”。

是谁造成了新西兰的“至暗时刻”？
“这是新西兰最黑暗的一天。” 3
月 15 日，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取消了当日
全部行程，面对媒体，她脸色凝重。
此时，恐怖的疑云笼罩新西兰上空
。15 日 13 时许，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克赖
斯特彻奇两座清真寺发生枪击事件，最
新消息显示，袭击造成 49 人死，48 人伤
。
一直以来，新西兰都被认为是世界
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也是很多人心目
中的移民理想目的地，发生伤亡如此严
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令人震惊。
嚣张的是，其中一名枪手在作案时
，还不忘直播现场，对蹲在地上的民众
进行了疯狂的扫射，视频长达 17 分钟。
凶手一度在视频中表示：“甚至没时间
瞄准，这里有太多目标了。”
行动前，他还发布长达 37 页的“袭
击宣言”，扬言这是一场“恐怖袭击”
。
不到 6 个小时后，奥克兰市火车站
和商场附近发生两次爆炸。警方即刻澄
清，爆炸为警方对可疑包裹的“控制性
引爆”，与发生在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恐
袭并无关联。但短短几小时内发生数起
恐怖事件足以让人心有余悸。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很快将这个“早
有预谋”的枪击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但
当被问及嫌疑犯的状况时，她表示，这
些嫌犯都不在政府观察的名单上。
目前，新西兰安全危险等级已经提
升至最高级，新西兰国防军正向克莱斯
特彻奇派遣更多的警力。
目前警方共逮捕三名与枪击案有关
的嫌疑人，其中一人已被控谋杀。但新
西兰称，无法保证袭击仅限于克赖斯特
彻奇，也不能假设危险已经消失。

“虽然新西兰处于世界一隅，但遥
远的距离并没能保护国家免受全球极端
主义崛起的影响。”新西兰梅西大学国
防与安全研究中心反恐专家约翰· 巴特
斯比（John Battersby）分析。
巴特斯比称，极端主义在新西兰悄
然滋生，一些专家早已警告，新西兰可
能会发生恐怖主义事件。
他认为，新西兰的枪支立法不够严
格，民众很容易获得枪支，非法枪支问
题非常严重。 “这也是我们已经警告
过的事情。”

实际上，新西兰自 1990 年起，未发
生大规模枪击案件，当年一名男子与邻
居起争执后射杀 13 人。那次枪击案使新
西兰制定更严格的枪支管理制度，包括
限制军用的半自动武器。
但相较而言，新西兰的枪支立法依
然不够严格。在新西兰，虽然持枪需要
许可证，但持枪者并不需要注册他们的
枪支。
根据新西兰警方的通报，尽管当局
并不确切知道新西兰目前有多少合法或
非法拥有的枪支流通，但据估计，这一

数字约为 120 万。而根据 2017 年的数据
，新西兰人口约为 480 万人。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在新西兰每
四个人就有一人持有枪支。
巴特斯比还指出， “互联网像个
回音室，让持极端主义观点的人可以聚
在一起，互相倾听、互相鼓动。”
目前，新西兰情报部门正在寻找这名
枪手的同伙或确定他们是否属于更广泛的
组织。还有待回答的问题包括这些人是如
何获得武器的、谁在培训他们等等。
《新西兰先驱报》分析，这或成为

新西兰社会的转折点。
根据资深安全分析师保罗•布坎南的
说法，克赖斯特彻奇清真寺的枪击事件将成
为“新西兰整个社会的转折点”。
他表示，美国和欧洲经常发生的随机
杀人“病毒”蔓延到了新西兰，“这是一个
很大的麻烦，对我们来说，这是分水岭。”
保罗•布坎南分析，自从发生911之后
，新西兰情报安全部门一直密切关注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的威胁，但是对右翼保守极
端主义没有足够的重视。
“在布赖斯特彻奇，右翼极端分子非
常明显，在过去十年经常攻击少数族裔。”
根据枪手发布在网上的“枪击宣言
”，他是一名 28 岁的“普通白人”，来
自一个澳大利亚低收入工薪家庭，父母
拥有爱尔兰、苏格兰和英国血统。
他想通过枪击对“入侵者”进行报
复，报复他们对欧洲土地的“占领”和
对欧洲人民的“分裂行为”；他要捍卫
“白人儿童的未来”。
布坎南也承认，新西兰情报部门出
现了盲点，现在他们必须重新关注右翼
极端势力。
回顾近五年来的西方世界，因叙利
亚地区战乱，中东的穆斯林难民涌入欧
洲，同样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德国、法国等欧洲核心国家的治安
受到了威胁，遭遇了多次穆斯林难民发
动的枪击以及奸杀事件，而德国总理默
克尔也因为其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而遭
到执政联盟的坚定反对，一度执政联盟
走向分裂。
这也导致了西方社会民粹势力开始
抬头，一些媒体将穆斯林与恐怖主义划
为等号，加剧了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的排
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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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車禍不要緊，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出了車禍不要緊，
李醫生免費幫你治，
，
獨家牽引療法！
獨家牽引療法
！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如果出了車禍怎麼辦？一般來講，傷員要被
送到急疹室進行一系列檢查，比如腦部 CT、胸腔
CT、腹腔 CT 等。如果需要手術，你就不要猶豫了
，馬上進行。如果內部器官完好，也沒有傷筋動
骨，只是肌肉或軟組織受傷，可以尋求中醫或西
醫復健治療。這時候，找李醫生，他可以幫你免
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錢，全部由保險公司
買單！不管是你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
禍，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給李醫
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
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
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
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病人 A 先生，45 歲，由於是一直從
事體力勞動，腰痛病已經好幾年了，起
先感覺腰部酸痛，由於工作忙，沒有引
起重視。去年開始，病情加重，腰椎間
盤突出，腰部疼痛難忍，並且左側大腿
根往下發麻，走路困難甚至站立都難以
維持。經幾家醫院治療無好轉，也試過
中醫針灸推拿，化費了上萬治療費，病
情不見好轉，走路需要人扶，並且一側
臀部肌肉開始萎縮。後來到李醫生診所
做牽引治療，第一次治療疼痛就減輕很
多，一個療程下來，病情明顯好轉，自
己可以走路了，可以單獨開車來治療只需一個人
。再治療一個療程，癥狀基本消失，身體恢復，
現能夠正常上班。
病人 B 先生，出了車禍之後開始沒感覺，
3--4 星期之後才會覺得肩痛、背痛，才想起來
去求醫，幸虧找到李醫生，幫他與保險公司聯系
，不光治好了病，自己還不用掏一分錢，而且有
英語好的護士幫忙與保險公司交涉，省心！
病人 C 女士，雖然車禍後很快去看李醫生，
但看了幾次感覺稍好之後，就三天打魚，兩天曬
網。等到身體出了大毛病，才又想起再去看醫生
，幸虧有李醫生診所的護士幫忙打電話給保險公
司使得理賠順利，否則不但自己要出冤枉錢，對
自己身體更是不利。

很多人認為小車禍沒有傷筋動骨，不去看醫
生，不知道車禍後任何問題都可以由保險公司負
責，白白錯過了免費治療的的良機。遺憾的是，
5 年、10 年，甚至 20 年之後，大多數人（尤其是
老年時期）就開始出現了病癥。一般是頭部、視
力、手腕、肩部、腰部以及骨骼其它部位等，總
是感覺哪兒不對勁兒，找不到原因。其實，這就
是車禍後遺癥。車禍後遺癥有一個顯著的表現就
是長期腰痛背痛頸痛，嚴重時出現神經肌肉癱瘓
和萎縮。腰部長期反復疼痛，休息時減輕，勞累
就加重，常常有彎腰困難，久坐後疼痛，彎腰過
久後疼痛加重等癥狀。部分患者出現眩暈、頭痛
等癥狀，甚至引發鼻炎、耳炎，也伴有手麻、手
酸。
Texas Spinal Care 的李醫生治車禍後遺癥和
療椎間盤突出有 20 多年的經驗，李醫生畢業於加
州大學聖荷西分校，行醫多年，信譽卓著。他採
用非手術治療，獨家采用牽引療法，並配合推拿
、註射、器材和營養相搭配的方法，治療車禍後
遺癥和腰椎、頸椎間盤突出非常有效，病人無痛
苦、不用專門請假，可以邊工作邊治療，而且整
個療程的費用比手術治療時的 copay 還低。
李醫生專精車禍後的複健，車禍後 PI 與 PIP
都收。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文請與
queen 陳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9610 westheimer road, Houston,
Texas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三、五全天，二、四、六上
午。

完整修車廠 徐云經理專欄
徐云經理專欄:: 汽車維脩大全
汽車維脩大全（
（三）
9、運行中發動機溫度突然過高。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如果汽車在運行過程中，冷卻液
溫度表指示很快到達 100℃的位置，或在冷車發
動時，發動機冷卻液溫度迅速升高至沸騰，在補
足冷卻液後轉為正常，但發動機功率明顯下降，
說明發動機機械系統出現故障。導致這類故障的
原因大多是：冷卻系嚴重漏水；隔絕水套與氣缸
的氣缸墊被沖壞；節溫器主閥門脫落；風扇傳動
帶鬆脫或斷裂；水泵軸與葉輪鬆脫；風扇離合器
工作不良。
10、汽車加速時機油壓力指示燈會點亮。
故障判定：真、假故障並存。
原因分析：機油燈點亮有實與虛兩種情況。
所謂實，就是機油壓力確實低，低到指示燈發出

警告的程度，說明潤滑系統確有故障，必須予以
排除。所謂虛，正像懷疑的那樣，機油潤滑系統
沒有故障，而是機油壓力指示燈系統發生了故障
，錯誤地點亮了指示燈。這種故障雖不會影響發
動機的正常工作，但也應及時找到根源，排除為
妙。通常情況下實症的可能性較大，應作為判斷
故障的主要思路。
11、車輛在高速行駛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車輛在正常行駛至 96km/h 左右
時，出現全車抖動現象，降低車速，現象即消失
，若再加速至 90km/h 左右時抖動又出現說明汽
車底盤存在故障。其故障原因有：輪胎動平衡失
準；前後懸架、轉向、傳動等機構鬆動；前輪定
位、軸距失準；半軸間隙過大。首先，輪胎平衡

失準會使車輪連滾動邊跳動行駛，這是造成全車
抖動的主要原因。其次，懸架機構、轉向機構、
傳動機構松曠、鬆動，造成前束值、車軸距失準
，鋼板彈簧過軟，導致車輛在行駛中產生共振，
誘發全車抖動。再次，半軸間隙過大，使後化在
行駛中作不規則運動，磨損加劇，造成旋轉質量
不平衡，引起全車抖動。以上故障若不及時排除
，將導致惡性循環，並引發其他故障。（未完待
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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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遍共和黨林肯裏根晚宴
集錦回顧

福遍共和黨在 Safari Texas Ranch 舉行
2019 年 度 林 肯 裏 根 晚 宴 （Lincoln Reagan
Dinner)。晚宴由福徧共和黨委員會 GOP 主辦
，近六百多名共和黨政要及代表出席盛宴。
美國住屋與城市發展部部長 Ben Carson,國會
議員 Dan Crenshaw 擔任晚會主講嘉賓。出席
的特別嘉賓包括國會議員 Pete Olson,州議員
Rick Miller 等出席，貴賓雲集。晚宴主持人是
福遍共和黨主席 Jacey Jetton。Jacey 盤點了
福徧縣共和黨近年取得的成就。Ben Carson
和 Dan Crenshaw 出席並紛紛發表了關於保
守主義的激情演講。重溫共和黨強調個人自
由、國家統一、小政府大社會的價值理念。
每年林肯裏根晚宴的主要目的是為共和黨的
日常運營和選舉募款，來支持參選的共和黨
候選人，同時也是支持地方和全國的共和黨
人踐行他們的保守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