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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名小学生死亡恶性事件
拿什么保护你，我的孩子？
9 月 2 日湖北省恩施市白杨坪镇朝阳
坡小学发生一起涉校刑事案件，致 8 名
学生死亡、2 名学生受伤。
据恩施公安局官微通报犯罪嫌疑人
于某被警方现场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于某系
朝阳坡本地人，男，40 岁，未婚。
8 名学生死亡、2 名学生受伤，而且
还是在开学第一天就发生这种事情，垃
圾们总是向弱小无辜者下手，简直丧心
病狂。
看到一张采访里放出的刑满释放的
通知书，嫌疑人于华 2018 年 6 月 5 日刑
满释放，此前故意杀人(未遂)原判 9 年，
减刑一次减刑意见为“八个月”，实际
服刑 8 年多。
其他几篇新闻里有当地村民说：
“女朋友要和他分手，这个人持刀
威胁他女朋友遭拒，他捅了女孩四十多
刀。”
还有的说：
“他曾因挖掉女友一只眼睛坐 8 年
牢。”
具体是什么原因维他已经不想再想
，只是觉得他刚出狱就选择以这样的极
端方式报复社会，这大概是一场预谋了
9 年的谋杀吧。
也许将来犯罪嫌疑人会被判处更高
的刑罚，但对于失去 8 个孩子的家庭而
言，这场噩梦不过刚刚开始而已。
这种反社会人格的渣滓，真的别用圣
母视角去挖他杀人的“不得已”动机。
他们造成的校园恶性突发事件并非
天天发生，但它每一次发生，都会要了
很多孩子和很多家庭的命。
“孩子，对不起，没能给你一个更
好的世界”
检索了近几年和校园有关的伤害事
件，原本以为要把时间线拉得很长才能
查到，可这两年就发生了好多起：
2018 年 4 月 27 日，陕西米脂赵泽伟
连砍 19 名学生，造成 9 名人死亡，10 人
受伤；2018 年 6 月 28 日，上海某小学门
口一男子持菜刀砍伤 3 名男童及 1 名家
长，2 名男童抢救无效死亡，1 名男童家
长受伤；2018 年 10 月 26 日，重庆鱼洞幼
儿园发生砍杀惨案，致 14 名学生受伤；

2018 年 11 月 25 日陕西汉中一小学附近发
生砍人事件，导致 7 名学生受伤；2018
年 12 月 22 日，辽宁省一司机蓄意冲撞放
学人群，导致 5 人死亡 19 人受伤......
据人民网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大概
发生过 26 起重大校园砍人伤人事件，约
致死 11 人、受伤 35 人。
我们看到的每次事件背后，受牵连
的都是一群天真无辜的孩子，而每一次
事件背后，都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顷刻
崩塌。
之前发生这样的事件时，总有一些
看似清高的人在评论里呼吁大家关注一
下犯罪者的家庭背景有多凄惨、人生轨
迹有多可怜。
世人皆苦，谁不是在咬牙死撑地活着？
凭什么你就非要报复社会、报复世
界、报复无辜的人？
这世界上要说苦谁又活得不苦呢，

要说累谁又活得不累呢，其实你放眼看
去芸芸众生真是各有各的无可奈何。
所以什么身世凄惨啊、走投无路啊
这种借口，真的不能成为你犯错伤人，
甚至取人性命的理由。
人总是无条件原谅自己的无能和劣
根性，将错误甩锅他人。
如果周围没有适合甩锅的人，就只
能把自己一些卑劣的行径归咎于时代本
身。
坏人永远不会绝迹，这么多次恶性
事件之后，只有各方面的防备都不断完
善，才能让更多好人得到安慰。
记得米脂事件时微博有一个热评：
“愿无辜又幼小的灵魂得以安息。
为逝者父母的伤痛奉上慰藉。让我们在
震惊、愤怒之后依然有勇气去教会孩子
，坚毅、勇敢地善待这个世界。”
教会孩子爱与尊重，是对这个世界

最好的回应。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应该给他一个
充满爱与尊重的世界，不是吗？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每对母子都是
生死之交》，里面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十年前的今天，我拼着命生下了
儿子；
十年前的今天，儿子拼着命来到我
身边。
每对母子都是这样拼着命才能相见
，可是我却没有保护好他。”
现在的家长们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
教育环境拼了命赚钱买学区房，可是万
万没想到还有防不胜防的恶性事件。
因为一个丧心病狂的垃圾人，自己不
想活还想拉别人下水。而那些孩子，就莫
名其妙地变成这个禽兽失控的祭品。
你以为自己能保护孩子，但终究无
能为力。

你看到的这些事件发生几率真的很
低，低到 0.01%，但对经历过的人来说
这就是 100%的毁灭。
很多时候这些禽兽伤人的原因并不
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真的无差别
的伤人，完全是随机的概率。
生命有时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活
着才是最重要的！
美 国 公 益 组 织 The McKay Foundation 曾经制作的一套告诉孩子们如何自
我保护的动画片《ABC's Safety》
之前也有安全专家总结过校园袭击
时的要点：
1.立刻散开不围观，不停留；
2.跑不掉要躲，建筑、树木、花坛
、课桌都可藏身；
3.跑不掉也躲不掉时，及时呼救或
奋力抵抗。
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
个会先来。
这种无可奈何的事件，只能说是祸
从天降，没有什么因果可循也没有什么
好办法防备，所以，才叫人内心发凉。
一直觉得人性的善良不止是对众生
，更是对自己。有人性有良知的人会对
众生心怀悲悯，理解世间万物存在的不
易，理解世间生命的困苦。
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如此
愤慨？
因为很多犯罪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悔
意，就像这个刚出狱就砍杀小学生的于
华一样，他服刑快 9 年依旧没有改变他
是禽兽的事实。
这种心怀叵测的野兽一出牢笼就是
另一场血腥的屠杀，说到底无非是怂透
了且坏透了，才会挑学生下手。
这种人祸，简直比天灾更让人心痛！
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种恶性事件，
学校也好社会也罢，总是有很多方面没
有做到位，给这些禽兽钻了为非作歹的
空子。
这次真的不要再不了了之了，正义
如果总是迟到，那真的就是缺席了。
危险发生，孩子快跑！
但作为成年人，我们都没有跑的资
格，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们身上的铠甲
、手中的护盾、命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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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留学美国最赚钱的专业是它

金融工程专业成为美国近年来最热
门的专业，既懂金融又懂 IT 的复合型
人才已成为高端人才市场的“焦点”。
金融工程专业有哪些最强的学校呢
？
下面，小编就为大家介绍美国金融
工程专业八大名校及其就业前景。
美国金融工程专业简介
金融工程是一门综合了金融学、数
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其课程通
常由大学的商学院、数学系和工程学院
联合授课，其课程由于集中于金融领域
，所以深度远远超过 MBA 金融方面的
课程，通常包括股票市场分析、期货和
期权、资产定价、资本预算、固定收益
分析、利率模型、金融风险管理等课程
。
申请金融工程专业的同学务必注意
一点就是要清楚了解申请的专业是倾向
于理工学院还是商学院。
如果倾向于理工系那么入学要求会
比较偏重于申请人本身的学术背景及科
研能力，而且申请这一类学校是有机会
获得奖学金的。
如果是商学院的课程，那么录取要
求很可能跟 MBA 相似--看重 GMAT 成绩
和工作经验，申请这一类学校拿到奖学
金的机会少。
关于金融工程专业申请硬件要求
GPA：一般要求至少 3.0，TOP50 院
校要求 3.5 以上。托福一般建议 100+，
雅思 7，通常二者都可以。
GRE 一般要求 320 分以上，GMAT
一般要求 700 以上，一般两者成绩都认
可，提供一个即可，但也有不少院校例
外，具体需要查看院校官网的需求。
另外软件背景也是很重要的，建议
申请该专业的同学大学期间具备 2 到 3

次相关实习经历，比如银行、基金公司
、会计事务所、保险公司投资部、资产
管理公司、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等。
美国金融工程专业名校盘点
Columbia University
地处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占
尽天时地利人和，又是 Ivy(常青藤盟校)
，对中国人又比较友好，很受我们的青
睐。
它有两个项目，现在说的这个是
MSFE，设在工学院的 IEOR 系下，只有
个别奖学金名额，课程比较重视实践，
对申请人的背景要求比较严，最好是数
学或物理背景的。
虽然官方宣称要有 5 年工作经验，
但是实际录取的时候，也会招收部分的
本科牛人。但是注意这个项目是 1 年的
没有时间实习。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卡耐基梅隆大学坐落于宾夕法尼亚
州的匹兹堡，拥有全球享有盛誉的计算
机学院和戏剧学院。其中计算金融
MSCF 项目是美国金融工程的带头者，
全美第一家开设的 FE 相关的项目，历
史比较悠久。
MSCF 设在 Tepper 商学院下，接受
GMAT 成绩。1.5 年的项目，学费奇贵
但是奖学金是最慷慨的。课程比较重视
计算机编程和金融实践，是所有 MFE
项目里课程设置最好的之一。
它喜欢计算机背景好的学生，而且
重视工作经历，会面试申请人，申请难
度也比较大。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的金融工程 MFE 设在
工学院的 ORIE 系下，是工程硕士的一
个方向。1.5 年，有奖学金机会，课程
有工科味道(计算机，工程类数学等)，

要求申请人具有一定数学能力和编程能
力，部分人会有面试。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这个项目设置在普林
斯顿大学的 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
，是一个 2 年的项目，给最优秀的一位
申请者提供奖学金。与其他 MFE 不同
的是，它的课程很全面(毕竟是 2 年)，
比较重视理论。
而且有专门的 summer intern 给学
生提供实习机会。这个项目与 MFE 不
太一样，非常重视金融方面(不光是数
理)，很难申请，班里只有 30 个人左右
，录取率 5%以下，会有面试，必须是
各方面都极为优秀并且大部分有工作经
历的人才有机会。基本没有从大陆(不
包括香港)直接录取过本科生。
New York University
纽约大学这个项目设在纽约大
学的 Courant 数学科学研究所下，1.5
年的项目，数学味很浓厚，课程基
本是固定的，没有选择性，没有奖
学 金 。 Courant 的 学 者 是 欧 洲 古 典 哥
廷根数学学派的传人，是世界顶级
的应用数学研究部门。
只 招 30 来 个 人 ， 因 此 这 个 项 目
的竞争的申请难度不比普林斯顿低
。这个项目非常重视申请人的数学
背景。
University of Stanford
世界闻名的斯坦福大学，有着与其
极高的声望所相当的录取门槛。这个项
目设在数学系下，1-1.5 年，没有奖学金
，课程非常理论化，偏重研究，例如可
以选斯坦福商学院里 Duffie 教授的博士
生课，此人是资产定价理论的世界级大
师。
这个项目每年招 30 个人，而且一

小部分面向斯坦福的本科生。在众多开
设 MFE 项目的学校中，斯坦福的竞争
虽然不是最激烈的，但是录取标准是最
严格的，申请人数理基础要非常好，而
且又要对金融实业有很好的理解。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国西部
的名气仅次于斯坦福。Berkeley 的 MFE
项目是全美名气最大的，是这个项目
的首席代表。设在 Haas 商学院里，1 年
的项目，似乎没有奖学金，只有春季
入学。
Berkeley 的 MFE 重视实践，而且由
于是 MFE 中的老大，名气没的说，毕
业生就业非常好。每年招 60 来个人，
非常重视工作经历，而且这已经成为
了 Berkeley 录取的一个无形标准。但与
其他牛校不同，它不会在某些细节上
苛求申请者，而是重视综合指标和实
践能力。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的 MFE 设
在 Rackham 研究生院内。1.5 年，没有
奖学金，有学前教学 7 月份开始。课程
灵活度很高，有很多商学院、工学院和
数学系的课可以自由选择。
这个项目以往招 70 多人。过去很
容易申请，但是逐年缩减人数，录取率
一下大幅降低了，而且开始有面试。这
个项目可以延长到 2 年，有个暑假可以
找实习。
美国金融工程专业就业前景
在美国，持有金融工程硕士学位的
人才在市场上炙手可热，基本上全部被
各大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
司、风险投资公司所聘用，美国金融工
程国际生就业前景可谓一片光明。
媒体公布的未来“十大高薪职位”

中，金融工程师也以其较高的社会地位
和收入，榜中有名。同时，金融工程也
受到了不少国际学生特别是理工科学生
的青睐，纷纷加入留学的申请大军。
金融工程项目课程是极具职业导向
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相当强的计算机和
数学素质，同时具有管理和商务技巧的
专业人士。
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投资银行、
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基金
公司等金融机构，理财、风险投资公司
风险分析及风险管理，负责衍生品定价
模型的建立和应用、模型验证、模型研
究、程序开发和风险管理等。
典型的职位有：
Research Analyst 研究分析师
Risk Quant Analyst 风险分析师
Pricing and Analytics Analyst 定价
分析师
Investment Banking (Strategy)Analyst 投资分析师(战略分析师)
Sales, Trading & Quantitative Analysis 销售/定量分析师
Quant Strategist 股市战略家
Risk Management Analyst 风险分析
师
Business Analyst; Market Risk Analyst 商业分析师/市场风险分析师
Fixed Income Analyst 固定收益分析
员
Valuation and Risk Control Associate 估值和风险控制指导
Market Risk Group Associate 市 场
分析顾问
Global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Analyst 金融风险管理分析员
Quantitative Risk Analyst 风险量化
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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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离休干部病房的老人们

下

接上期
有一次张奶奶说她想吃肉，她
的侄女说：“肉很贵，你个老不死
的，吃肉浪费”。最后还是同病房
的病友在晚上医院打饭时，给张奶
奶捎了份狮子头。
张奶奶的侄女早就不再伺候她
翻身和大小便，因此，张奶奶的房
间臭不可闻。张奶奶身上也长了褥
疮，护士只能定时去看看，也没法
做到每一次大小便都及时处理。2013
年初夏，张奶奶同病房的病友实在
受不了这个味道，便申请换了病房
。
于是张奶奶就一个人孤独地在
病房里，偶尔在走廊上，隔着门，
也常常能听到她长而沉重的叹息，
时不时还掺杂着对她侄女的咒骂。
听护士说，不知道是心灰意冷
还是不想活了。从这时开始，张奶
奶开始拒绝进食，她的侄女也乐得
自在，不再送饭。医生给她打营养
液，她有时候也会自己拔掉输液管
。没多久，人就去了，走的时候皮
包骨头，形容如骷髅。张奶奶走的
时候也就 80 出头，她除了骨折卧床
，一直没有什么其它致命性疾病，
据说就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感染衰
竭去世的。
我想，可能是哀莫大于心死吧
。
我问过舅舅，如果这个侄女好
好照顾张奶奶，不是每个月还能领 1
万多元吗？要知道那时，我们那个
城市的房价才四五千元一平米啊，
对上班族来说，那不是一笔小收入
。
舅舅说：“人心隔肚皮，你们
年轻人谈对象常说，不要看他说了
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要我说，
不要看他开始做了什么，要看他能
不能一直坚持这么做。当然，这种
考察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舅妈听
了说：“别听你舅说些有的没的。
张奶奶没了，她侄女能拿一笔张奶
奶 1 年工资的抚恤金。就张奶奶这情
况，治好了康复出院也是离不开人
的，她能愿意和老人住一起？再伺
候十年二十年？”
张奶奶身体康健、行动自如、

头脑清楚地活到 80 多岁，是幸运的 夜照顾病人，累坏了”。
。但是她在临终前才见识到人性的
外婆去世后，谁来照顾外公便
贪婪与险恶，真真又是不幸的。
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
外公有两个孩子，舅舅和我妈
我无意评判或指责他人内心的 。舅舅舅妈一生游手好闲没有正经
贪婪与阴暗，因我面对外公的时候 工作，全靠外公外婆接济度日, 表弟
，也是常常带着愧疚的。
在杭州一所小学做体育老师，收入
我的外公曾是一名军人。他年 勉强够维持自己的开销。我爸妈前
轻时候英姿勃发、驰骋疆场，参加 几年从基层岗位退休后,也只能领一
过解放战争。建国后，他亲历抗美 点社保。我在上海工作，1 万多块钱
援朝一线，身上 30 余处战伤，立下 的工资扣除吃饭租房，所剩无几。
赫赫功勋，受到过中央首长的多次
而外公每个月有两万块的收入
接见。
，是全家收入最高的人。
当然，这些都是我长大后从家
一方面是自己家里人照看放心
人口中听说的。我出生后不久，外 ，另一方面也不想请陪护在外公的
公便患上脑血栓，办了离休。脑血 工资里“分一杯羹”，全家人很快
栓的发展是渐进性的，1991 年发病 达成协议：不花钱请陪护，由我妈
时，医疗技术跟不上，未在黄金窗 主要负责照顾外公，每周休息一天
口期将血栓手术取出，只能靠口服 ；休息的那一天则由舅舅接替。
或者注射活血化瘀一类的药物推迟
当然，照顾外公不是无偿劳动
疾病进展。
，外公的离休金，扣除每个月 4 千块
在我幼时的印象中，外公右侧 钱作为伙食费，舅舅和妈妈按照看
的身体就不太听使唤，走路需要拄 护的天数，按比例分配剩余的钱。
拐杖，舌头也不太利索，但是左手 妈妈很开心——她相当于退休返聘
依然能写一笔清秀的小楷。他还有 ，又可以多赚一份工资了。当然，
一些既定的习惯：每晚 7 点准时听新 她多赚这点钱，也是为了我：“妈
闻联播，每年“七一”“八一”都 妈虽然老了，但还有用，可以多挣
要摆家宴，并且在这个时候固执地 点钱帮你还房贷了。”
不听医生劝阻，喝一小盅白酒。我
当然，我偶尔回家一次，看见
吃饱了撑着圆滚滚的肚子走到他身 妈妈和舅舅照顾外公的确也是辛苦
边，他就伸出左手，在我的肚子上 ：外公大小便完全失禁，每天光洗
弹一下，满面和蔼慈祥地笑容，说 床单工作量就很大（医院不能用洗
“大西瓜成熟啦”。
衣机，必须纯手洗）。此外，还要
后来，外公又经历了两次中风 做饭、喂饭，给他擦身、按摩、吸
，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家人只能 痰。照顾他的人睡不了一个囫囵觉
决定让外公长期住在医院。
，因为外公夜里比白天清醒，几十
之前看到过网络上的评论，说 分钟就会大喊，需要人去给他翻身
像外公这样的老人，因为收入高， 、用沾湿的棉球擦拭口腔，而且他
被家里人当作摇钱树，浪费着社会 夜里还需要打一次鼻饲。
的资源，在医院里撑着一口气痛苦
这样黑白午休、连轴转地照顾
地活着，只因为他的收入还要养活 了外公小半年后。2017 年底，在我
全家人。这话听着刺耳，有以偏概 的一再坚持下，我妈去医院做了体
全之嫌，但我也总是觉得，家人对 检，查出来好多项指标异常。我知
外公的精心照料，和他的收入脱不 道后，当即让她不要再干了，如果
开干系。
再这样下去，万一她的身体也坏掉
因为外婆的身体一直非常好， 了，我在外地工作，根本兼顾不过
外公生病的前些年，一直都是她住 来。
在医院照料外公。可是 2016 年夏天
可是任凭我百般劝阻，妈妈都
，外婆突然查出肝硬化，两个月便 不同意：“你姥爷还有那么多工资
撒手人寰。她从不喝酒，家里也没 呢，如果我不干了，雇人干，那不
有遗传，医生的唯一解释就是“日 是白白把钱给了外人吗？”

然而，舅舅与妈妈照顾外公的
这份口头协议真实行起来，一涉及
到钱，即便是自家人，也很快产生
了嫌隙。
开始时，舅舅常因妈妈交接晚
了、他多干了几个小时为理由多要
钱。妈妈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毕竟
外公的工资卡在舅舅那里。
又过了些时日，舅舅又开始编
排其他理由要钱，他说外公每个月
吃不够 4 千块钱的东西，剩下的伙食
费被妈妈贪污了，好几次，妈妈都
被气出了眼泪。
我听到有一次她在辩解：“咱
爸每个月吃蛋白粉就 1 千多，还有海
参，还要吃几种水果，现在水果这
么贵，我都要自己往里搭钱，那些
外面请陪护的每个月也要 3 千伙食费
，你看看他们吃啥？这不是咱们亲
爸吗？现在一个月我照顾咱爸 20 多
天，你照顾几天，你一个月才给我
三四千块钱，我说过一句没有？你
还要跟我算计？”
可当私底下我吐槽舅舅时，我
妈又说：“算了，一家人不计较。
他是儿子嘛，家里的东西本来就都
是他的。”
有时，他们兄妹俩许是觉得外
公早就老了、傻了，就在病床边争
执。然而有一次我在边上，发现床
上的外公露出难过的表情，喉咙里
发出“嘶嘶”的声音，然后开始叫
喊——我相信他是听懂了的，而且
一定很伤心。
但是妈妈和舅舅忙着吵架，忙
着算钱，根本没有人理会外公。我
心下难过，不顾他们是长辈，直言
道：“要不就让姥爷这样走了算了
，大家都是个解脱。”
他俩顿了一下，随后，立马将
火力点转向我。
我妈说：“第一，这是我爸，
就算他没有钱，我也要照顾他；第
二，他现在是全家收入最高的人，
我们肯定要让他活着。”
舅舅此时也坚决拥护我妈，表
示要坚决照顾外公到底。
“我知道你外公遭罪，可毕竟
他活着，我还是有个爸啊！”他说
得动情，旋即开始批评加鄙视我，
“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没良心？你

忘了你读书时姥爷给你花了多少钱
？现在你上班了，累死累活挣得还
没你姥爷多，你姥爷要是清醒，都
得被你这没出息的气死。”
我心里嘟囔，好歹我还出去工
作，不像你，从 30 多岁就辞职在家
专业啃老。
其实想想也难怪——舅舅住着
外公的房子，花着外公的工资，穿
中高档的衣服和皮鞋，拿着品牌的
皮包，戴着金丝边眼镜，初中毕业
的他，乍一看把自己捯饬得像一个
大学教授。他还买了一台不错的车
，如果外公去世了，年近花甲的他
只能领一点社保，车都养不起。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外公没有
这么高的收入，那妈妈和舅舅，还
会管他吗？不过后来这个想法就被
我否认了，如果不是享受离休待遇
能常年住在医院用药，估计他早就
去了，这个命题也就不成立了。
因常年卧床，外公全身肌肉萎
缩，身体枯瘦如柴，大多数时间，
他都是昏睡着的。
2019 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照
例去医院看望外公。外公安静地躺
在那里，脸颊塌陷，好像又瘦了一
圈，我大声喊：“我是囡囡，我来
看你啦，你认识我就眨眨眼睛。”
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眼球浑浊
，已生出一层白翳，我把手放到他
眼睛上挡住光，他眨一下眼睛，嘴
角往两边撕扯，一副激动得想要哭
出来的表情，艰难地喘息，喉咙里
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心里酸楚，看到他犹如一支
风雨中飘摇的残烛，联想到他年轻
时的风华正茂，只觉得想要落泪。
节后离家，我常常梦到外公，
梦里他宛如回光返照一般从病床上
坐起来，神采奕奕，说话和行动都
和生病前一样自如。有一次他要我
走过去，弹着我的肚皮，说“大西
瓜又成熟啦”。
醒来，我马上给妈妈打电话，
确认外公是否还安好。得到肯定的
答案后，我安下心，然后又隐隐觉
得难过。
因为，我不知是该祝愿外公长
命百岁，还是愿他早日解脱，往生
极乐。

在最后时日里遭罪，便用激将法
劝我妈：“那你要是不干了，外
公的钱你一分都拿不到。”
妈妈并未往我设想的“圈套
”里跳：“他敢不给我——不给
我，我就去告他，法律上他也没
有道理。”
她见我沉默下来，便又开始
转移话题，又开始催我，趁着年

轻身体好赶紧生孩子，“不然等
你老了，都没人管你”。
窗外蝉鸣聒噪，我烦躁地抬
起头，看见病床上昏睡的外公
。他额头沁出薄薄的汗水，张
着嘴艰难地呼吸，喉咙里发出
嘈杂的嘶鸣。
我忍不住说：“姥爷倒是有
两个孩子，可是有什么用呢？”

后记
最近的一个周五，我到北方
出差，周末顺路回家看看父母和
外公。
令我惊讶的是，我妈说她准
备下个月就不再看护外公了，到
时为外公请一个陪护，钱从外公
的工资里出，然后要到上海来陪
我住一阵子，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

我忙说不用：“我能照顾好
自己，姥爷这边需要人，他现在
的情况，别人照顾不来。”
无须多问，我妈随后就道
出原因：舅舅掌管着外公的工
资卡，周围其他老人的陪护纷
纷涨了工资，每个月至少七八
千块，可是舅舅每个月仍然只
给妈妈 4 千，外公其他的收入

都在舅舅手里，舅舅还给自己
买了一份分红型保险，每个月
可以领一定数量的钱。
“我在这累死累活，他用你
姥爷的工资给自己买保险，以后
分红的钱还都是他的，有没有这
个道理？”
一想到大多数陪护照顾病人
时敷衍了事的模样，我不想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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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美国跟你想象的差距大吗？

六位移民的真实故事

想象中的美国与现实中的美国落差
有多大？
想移民的原因很简单：安全的食物
、清新的空气、更好的教育……等等，
但移民同样也需要考虑到：在一个完全
陌生的环境应该怎么融入？这里的辛酸
苦辣可不是一两个词就能说起清的。移
民前还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为了移
民，抛弃现有的一切到底值不值？我们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就要听听过来人的
经验。以下几个故事是美国媒体上，数
十位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民移民美国的
真实故事，一起看看。
Sarah
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迪诺市
我今年 16 岁，我和我妈妈都来自
危地马拉。我母亲在 14 岁时被强奸，
她被家里踢出去，挣扎着想找个地方住
下。那时我父亲知道了她的情况，他好
像也不在乎。
之后他的姐姐给了她一个睡觉的地
方，但问题是那个地方真的很小，地上
到处跑的都是虫子，她每天都得和那些
虫子住在一起。她 15 岁的时候生了我
，我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公民，但他却决
定非法把我们带到这里。
那时我才五岁，记得那天，妈妈告
诉我，如果想见爸爸，就要保持安静。
我仍然记得那天我有点无法呼吸，这是
我一生中最悲伤、也最快乐的一天。我
妈妈想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但她挣不
了多少钱，她知道我爸爸可以给我。
我早已记不清我第一次见到爸爸的
那天，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真是很快乐
。当他回到危地马拉，他也想让我们回
去的时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
妈妈看到我在学校里的表现还不错
，就不想让我们回家遭受痛苦。后来她
去了芝加哥，之后她的妹妹收留了她，
但这段时光真的太糟糕了。
我的姑妈很自私，很小气。我们一
点也不喜欢在那里的生活，后来我们就
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我在那里过了一生中最糟糕的五年。

那家伙没有像我爸爸那样对她，她
很害怕，很担心我俩的生活会变得雪上
加霜。最近，我们想办法搬出去了。现
在她只能靠自己了，她正在努力工作，
想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为我遮风挡
雨。
如果当初妈妈没有离开危地马拉，
把我带到美国，我们可能不会过得如此
拮据，但是我也不可能接受美国高等教
育。现在，我只想专心学习，考上大学
，等我完成了大学学业，我一定要让我
最爱的妈妈过上更好的生活。
真实的美国跟你想象的差距大吗？
六位移民的真实故事
Ava Peng
中国
18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美国。
我拜访了住在西雅图的叔叔，我期望在
那里找到工作，并住在那里。我合法地
获得了旅游签证，之后我真的希望我可
以通过其他申请，然后获得美国公民身
份。
后来我有一个必须每年重新申请一
次的工作许可证，而且我从来没有逃过
税。我攒了一些钱，还上了波士顿的一
所顶级音乐学院，但由于我的学费没付
完，我没拿到毕业证。FAFSA 在那个时
候没批准我的申请，所以我需要自己掏
腰包。
我每周在那里的一家餐馆工作
60-70 个小时，在 2012 年我开始了我的
音乐生涯。我是西雅图一个乐队的成员
，当时那个乐队很受欢迎，我们去到有
名的赌场、音乐会等等地方演奏。
他们给我的报酬很高，乐队的经理
是一个很好的人，经常会给我们讲真实
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他会让我和其他人
一样玩，我们之间完全平等，没有什么
种族歧视。感谢美国给了我机会！
但是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当
我的避难申请被拒绝时，我不得不离开
这里，现在我住在亚洲。我真的很想念
我在美国的的朋友们，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见面的。

Andrew
加拿大
我打心底里就想当个美国人。我爱我
的祖国，但他们显然不爱我。1984年，我
和女朋友一起搬到了美国。她有一张绿卡
，是合法的美国公民。而我是加拿大人，
我们在美国结婚后她开始工作。
在那些时候，我可以非法干一些活
，直到我们安排好我的合法身份。有一
天，我的妻子回家跟我说，有一个可以
给 我 用 的 SSN （Social Security Card，
美国社会安全卡，它不仅用于报税，它
还是被一般人看成能否在美国合法工作
的一种凭据），我不知道这东西过程是
如何运作的，后来，等我搞懂了，我的
人生瞬间走上了巅峰！
在往后的 24 年里，我利用这个 SSN
建立了一家公司，雇佣了员工，做了志
愿者工作，全额支付了我所有的税收，
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很充实。
作为对 SSN 的测试，我收到了 2 张
NASD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
许可证，这需要指纹，FBI 的背景等等
，以确保我是我说的那个人。我没有非
法活动，而且多次进行驾驶执照检查，
自认为没有任何问题。我甚至在法院旁
听过两次。
但是，后来，我却跟妻子因为很多
原因离婚了，于是我就离开了美国，回
到了加拿大。在这里我几乎没有很长的
工作经验，所以我在退休后几乎得不到
任何补助。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把所有的钱都
花在了我的侄女和侄子身上，让他们去
读更好的学校，然而我在这条人生的小
溪上却没有船桨。即便这样，我也从来
没有后悔过跟我的妻子结婚，在美国生
活的时光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充实的。
Kayla
加州
我是和父母一起来到美国的，当时
我们是有访客签证的。我的母亲当时 19
岁，我的祖父在死亡边缘挣扎，她有 18

年没见过她爸爸了，她决定去看他。
我爸爸 22 岁，我才 1 岁！我母亲告
诉我，他们当时是不想待在美国的，但
他们最后只好留下了。回首过去，已经
过去 19 年了，当他们通过了一项法案
，我可以得到合法的暂住资格的时候，
我很兴奋。
但是，我并没有真正过上“自由”
的生活。我去找了一些可以帮我申请合
法身份的律师，但没有成功，因为我当
时去墨西哥看望了我的祖母，并在那里
待了整整 7 个月。
因为我得不到申请，我的父母决定
给我安排一场包办婚姻。起初我同意了
，但一想到婚姻这件事，我就改变了主
意，然而我的想法并没有什么用。他们
带我进了结婚登记处，然后我就这样莫
名其妙地结婚了。最让我伤心的是，即
使看到我在哭，他们也没有接受我的决
定。
婚后生活过得一团糟，我告诉自己
：我要离婚！虽然假结婚可以得到绿卡
，但是我不打算这么做。如果没有办法
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回墨西哥，大不了
重新开始。
Joseph
佛罗里达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到了美国。爸
妈把我和两个妹妹从巴西带回来，15 年
后，我们都拿到了绿卡。
2014 年，22 岁的时候，我遇到了一
个漂亮的女孩。她也是来自巴西的移民
。她和她的家人持旅游签证来到这里，
转而申请宗教签证，因为她爸爸是一位
牧师。
在我们约会的 8 个月里，一切都进
展得很好，但是好景不长，他们被剥夺
了宗教签证，不得不回巴西。我在她离
开前的那一天向她求婚，我用绿卡可以
使她的身份合法化。
我 们 打 算 在 2016 年 结 婚 ， 但 在
2015 年 3 月，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转折。
当时她要来庆祝我们开始约会的一周年
纪念日，她持有有效的旅游签证。她从

巴西来到美国，在机场被拦下问话。
他们问她在美国的情况。她承认没
有得到工作许可的情况下曾在美国做过
几个月兼职，当即她就被遣返回了巴西
！
从此，我没能见到她。我永远不会
忘记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
现在她不能去看我，因为她的签证
被取消了。他们建议等我的公民身份落
实之后，然后再想办法把她的身份合法
化。但是，我需要 2 年的时间才能成为
公民。
我希望未婚妻能和我一起生活，我
也会继续努力工作，并在这两年时间中
，努力和她联系，为我们在美国建立一
个美好的未来。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但我相信我们的爱情是忠贞不渝
的，我们一定会在美国再次相聚！
Matthew Du
中国
我以前在加拿大上学，2010 年的时
候搬到了德克萨斯州。那时候我还在想
，因为我的种族问题，我会很难安定下
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3 个月后，我
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我的家人在 2012
年全都搬到了这里。
当然，所有国家都有正反两面，但
我仍然相信这里是机遇之地，因为这里
拥有成功所需的所有资源。你不需要变
得富有，就能享受到这个国家所能提供
的所有特权。你可以过很美好的生活。
这里的人都很乐于助人，你可以得到你
应得的尊重。
我要感谢美国给了我一个追逐梦想
的机会。
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它没有那么可亲可近，也没有那么
咄咄逼人，移民的人爱过它，也恨
过它，但至少，他们都在这里成长
了、收获了。移民，归根结底，是
自我的一种选择，如果你觉得值得
，那么就不要去回首，如果你觉得
不值，那么就好好珍惜当下，身边
的风景同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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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先生——20 世纪最后的贵族
他是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拼才
华的国民男神；
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
家；
殚精竭虑于中国教育，却一生未娶
，被朱镕基总理仰仗为“一代宗师“。
出生名望世家，情操高洁、德越其
才，他被誉为“20 世纪最后的贵族。”
1900 年，陈岱孙出生于福州闽侯县
赫赫有名的“螺江陈氏”，兄弟三进士
，同榜双夺魁”是“螺江陈氏”家族的
殊荣。
10 月 20 日这一天，是农历闰八月
二十七日，这一天恰恰是孔子的诞辰，
仿佛冥冥中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志业——
教书育人。
家族世代官僚，有刑部尚书陈若霖
，海军中将 陈庆甲。陈岱孙祖伯父陈
宝琛是溥仪的帝师，外祖父，舅父都是
清政府位高权重的驻外公使。陈岱孙可
谓是名正言顺的贵族子弟。
陈岱孙六岁入陈家私塾，在祖父督
促下熟读四书五经，深受传统儒家教育
和陈氏家风浸染，塑造出刚正、持守、
谨严、自律的个性。而十分洋派的外祖
父又为他请了英文教师，所以当 15 岁
陈岱孙考入当地有名的鹤龄英华学校时
，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校长甚至
直接免修了他的中文课和英文课，只需
参加期末考试。让校长更想不到的是，
四年的课程陈岱孙竟两年半就轻松修完
。
深厚的家学渊源，使得学贯中西的
陈岱孙，既有中国学者风度，又有英美
绅士派头。
升学之际，陈岱孙想都没想就直接
选择了当时最难考的清华学堂。
1918 年，他又成功考入清华留美预
科班，而那时在上海参加清华考试时的
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结束了紧张的升学考试之后，曾
去黄埔滩散步，当要步入黄埔公园时，
突然看到了一块，“华人与狗不许
入内”的牌子。他彻底惊呆了。
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却被
外国人限制自由，这是多么地欺人太甚
！
倍感屈辱的陈岱孙，萌生了“经济
救国”的志向，从那以后，他更是加倍
努力读书，誓要振兴中华。
1920 年夏天，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
从清华学校毕业，并且突破严格的淘汰
制，成为当时公费留学生就读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作为华人，他竟还被授予美
国大学生最高荣誉奖——金钥匙奖，他
的学术生涯可以称得上一帆风顺。
毕业之后，他又进入哈佛大学深造
，成为经济学系的研究生。
来到哈佛后，陈岱孙第一次感到自
己的学识大不如人，暗暗下誓：“这种
落后的情形必须改变。”
于是他向导师申请在校图书馆的书
库里使用一个摆有一小书桌的专用研究
小隔间的权利。没有寒暑假，没有周六
日，时光都在那张小书桌上慢慢流逝。
除了攻读经济学的专业书籍以外，
他还常常阅读其他社会科学、哲学等名
著，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知识结构。
4 年后，以《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
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一文拿得经济
学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他还通过了
法、德两个语种的第一、第二外国语考
试（在美国大学，英语自然不算是外国

语）。毕业后
，他孤身游学
，到英、法、
意等国游学一
年，做短期考
察。
晚年的陈
岱孙回忆那日
子说：“这四
年是我平生一
次最长期的、
密集式的读书
时间，也是我
的专业知识最
迅速长进的时
间，更是我感
到读书最有兴
趣的时间。”
富贵必从
勤苦得，男儿
须读五车书。
贵族，不是簪
缨世家所赋予
荣耀，不是祖
辈千万财产的
继承，而是对
知识的渴求，
对学术的钻研
。学富五车才
是“贵”。
1927 年 ，
陈岱孙回到了
阔别多年的祖
国。
时任南京
政府行政院长
宋子文邀请他
出任财政部长
，而此时母校
清华大学的邀请函也已送达。对陈岱孙
而言，教书育人、经济救国才是平生志
向，因此毫不犹豫选择进入清华大学担
任经济系教授。
自幼英文娴熟，又留学多年，陈岱
孙的英文水平不在话下，但是陈岱孙坚
决不用英语授课。他发现清华园里教授
都爱用英文讲课或夹杂英文，他认为这
殖民地心态，并没有摆脱对西方的崇拜
。每次上课前，陈岱孙总会把经济学中
的名词全都翻译好，至今沿用。
陈岱孙讲课，是出了名的时间精确
。他每次讲课，总是提前 2 分钟站在黑
板前，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正好下课
。有一次他课讲完，下课铃却还没响。
他自信的对学生说，绝对是下课铃错了
。果然，那天的下课铃延迟了几分钟。
著名经济学家平新乔回忆，陈先生对
学问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当年他论文初稿
写出来后，交给先生。结果陈岱孙写满二
十多页批注，共六、七千字。平新乔第二
遍修改后，陈岱孙又写了六页批注。第三
遍陈岱孙才说“可以打印了。”平新乔感
慨道，“看了他的东西，才知道什么叫威
严，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
业精于勤荒于嬉，真正的贵族，不是
享用资料荒度人生，而是既有着真才实学
，还能严格苛求自己做好每一件事。
次年升任经济系主任，后兼任法学
院院长，成为同时期清华园里最年轻的
院长。
1937 年，平津沦陷，教育部商定北
大、清华、南开联合在长沙成立临时大
学。清华校长梅贻琦委托陈岱孙去长沙

，开会校务会后，陈岱孙竟然连校寓都
没回，穿一身薄衫就南下。如此坚定的
意志和为教育而行的果敢之心，让人无
不动容。
联大时期，陈岱孙先生的翩翩风度
，更是让学校的女学生为之痴迷。
陈岱孙擅长足球、网球、游泳、狩
猎、高尔夫、
曾在报纸上发表狩猎游记，一套高
尔夫球杆收藏了 60 年。
当时西南联大流传着这么一句“名
言”：“以后恋爱，必须要比着陈先生
的模子找。”
不可置否，陈岱孙的长相放到今天
依旧是“国民男神”。
一米八几的个头，体型伟岸，身材
修长，衣着永远整齐。即使在西南联大
破落的茅草校舍里，陈岱孙也一样西装
革履，衬衫袖口永远雪白，脚上一双羊
皮靴子，手持一根手杖，整个人不苟言
笑，颇有中国学者之儒雅，又有英美绅
士的风度翩翩。
即便是后来环境所迫，穿平常衣衫
，也能被他穿出一身别样风度。挺直的
背，棱角分明，眉骨透出一种刚强坚毅
的气质。他在的地方仿佛总有一束光打
在他身上，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梅
贻琦让陈岱孙先返京重建清华，当年清
华校园，被日军破坏得满目疮痍。
全校屋馆设施损坏高达 75％，学生
、老师宿舍高达 80％。日军将无数化学
仪器、打字机搬走，将体育场变成了马
厩、伙房，把老师的校舍变成“慰安”
，更让人心痛的是图书馆的藏书，四万

多本书籍被日伪
单位瓜分。
却又来了国民政
府，国军极其蛮
横，封存一切物
资，强占清华全
部医疗器械、药
品，赖着不走。
不少地方的百姓
感叹道：“刚送
走了日本鬼子，
又来了一帮畜生
！”
陈岱孙眼看学生
就要返校，却交
涉未果，只能四
处奔走，大声疾
呼：“甚盼其能
本维护教育之旨
即行迁让，不再
延宕，否则不惟
摧残教育，责有
攸归，而军令不
行，纪律何存？
”
清华修复十分困
难，而战后政府
的拨款少得可怜
，陈岱孙四处奔
走，找施工队修
复，去市场将日
军盗卖的旧物一
一购回，事无巨
细，亲力亲为。
8 个月后，清华
学子返校，一踏
进学校，个个露
出不可思议的表
情。8 年过去，山
河惨遭践踏，这里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
发生。水清木华，一切如故。
开学后，清华将国军遗留杂物，通
过抽签分配给大家，陈岱孙只得到一条
军毯作为纪念，从此垫在床下，相伴终
身。
看到这样一个清华，校长梅贻琦感
叹：“能像陈先生一样办事的，清华找
不出第二人。”
校务长潘光旦看到重新修复的校园
感叹：“九年噩梦，已成云烟，今日归
来，恍若离家未久。”
回清华后，他与一代物理学宗师叶
企孙同住，亦是相交甚笃。
1948 年，清华园解放前夕，他和进
步师生一道坚决抵制国民党政府将学校
南迁。
1949 年，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
去与留的选择。
国民党三番五次力劝他去台湾，可
他却始终坚持留守在北京。
在 1952 年院系调整时陈岱孙离开
了清华但他对清华的热爱之情从未改变
。
文革期间，对于陈先生这个出生于
官宦世家，祖上属于大官僚阶级，母系
又有清朝外交官，
最应该是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
他被抄家、审查、所编教材都被停
止使用，可他仍然泰然自若，耕读不懈
。
但是因为先生一生平和，与人无争
，那十年间居然没受到过于激烈的批判
，旁人无非是给他戴了“资产阶级趣味

”的帽子，连工宣队的人都尊称其“先
生”，简直不可思议。
70 多岁时，他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
，那里的劳动惨无人道，许多知识分子
都死了。
本来先生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结
果临行前突然不用去了。
随后他被安排到丰台庞各庄收割麦
子，先生个子高，弯腰割一会儿腰就剧
痛，但最终他还是忍受了过来。
文革后，有学生向他道歉说：
“对不起，我在文革时批斗了您。
”
他哈哈大笑：
“你当时批判过我吗？我不记得了
。”
晚年身体消瘦，但眼神深挚，精神
矍铄。85 岁那年，曾在校园散步时摔倒
，他就势一个前滚翻，竟毫发未伤。
1988 年，墨西哥总统访问北大，88
岁的陈岱孙一身中山装作陪，气宇轩昂
，风度依旧不减当年。
如此风流韵极，居然孤独一生，从
未婚娶。
对于他终身未娶的原因，外界始终
有很多揣测。
晚年岱老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
子》记者采访时说：
“为什么没有结婚，一是因为没时
间，二是因为爱情需要两情相悦。”
他将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都留在了
中国的讲台上，留给了千千万万的清华
学子。
陈岱孙教书生涯长达 70 年，90 岁
生日时，还给 200 多个学生上课。
他曾对《北京日报》记者说：「我
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教课？客观
上，培养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主观上，
我对青年有偏爱。常和青年们在一起，
好像自己也年轻了。」
1994 年，陈老给《教育艺术》杂志
题词：
“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
二者其教育之本乎。”
在 30 年代，陈先生为法学院院长
，一个月工资 400 大洋，400 大洋是什
么概念？
放在今日，就是一个月 5 万的月薪
！
但是 1995 年，陈岱孙的工资 860 元
人民币，按国家规定超过 800 元部分需
要纳税，他坚持纳税，行动不便时依旧
托付晚辈办理，不忘公民的义务与责任
，高洁之风令人仰止。
95 岁高龄，还自己主持博士的毕业
答辩。学生遍布海内外，真正的桃李满
天下。回顾过去的一生，他却简单的总
结：“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
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
恰逢陈岱孙先生 95 大寿，朱镕基
亲笔恭贺华诞，仰仗其为：一代宗师。
1997 年 7 月 9 日，先生因病住院，
在家门口从容登车时，亲人劝他换一件
衣服，先生笑微微道：
“不必了，过两天就回来。”
7 月 27 日，陈岱孙先生去世。弥留
之际，依旧惦记心中所想，对医院的护
士说：这里是清华...
清华，这片园中有他半生年华,是
他心中不改的情结。
报章称：「中国最后一代知识分子
走了」。
高山仰止，景行景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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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末，英国彻底乱套了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波兰在纪念二
战爆发 80 周年，但英国则彻底乱套了。
伦敦、曼彻斯特、里兹、爱丁堡、
伯明翰、诺丁汉、利物浦、剑桥、格拉
斯哥、伯明翰、贝尔法斯特，等等，但
凡你能想到的英国较大城市，人们都在
走上街头，形成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
看了一些图片和视频，很多地方，
是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
简单看一下口号和标语吧：
鲍里斯· 约翰逊，你真可耻！
特朗普的傀儡，为你羞愧！
撒谎的约翰逊，你真可耻！
我们选举了他们，让他们说话！
停止发动政变！
保卫民主！
……
按照英国媒体的报道，仅在 40 来万
人口的布里斯托尔，至少 5000 人游行经
过市中心，人们高呼：
我们想要什么？民主！我们什么时
候想要？现在！鲍里斯· 约翰逊，你真
可耻！嘿嘿嘿，约翰逊该滚蛋了！

为什么英国人要走上街头？
直接导火索，就是约翰逊关闭了议
会，从 9 月 10 日至 10 月 14 日，议员们被
强制休息，大家不用工作了。
部分议员很高兴，这年头，不工作
，工资照拿，英国人的福利待遇真不错
。但更多英国人愤怒了，议会是最高立
法机构，英国议会更被认为是世界议会
之母，约翰逊一个命令，议会就关门了
，什么大事都你决定，这不是政变是什
么？
工党主席科尔宾在格拉斯哥抗议现
场说：到处都在抗议示威，因为英国民
众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
所以，英国人喊出了“停止发动政
变”“保卫民主”的口号。
在他们看来，现在，英国民主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英国《卫报》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
：从博德明到柏林，人们集会愤怒声讨
约翰逊的“政变”。
“政变”这个词，可不是随随便便
用的。但现在，很多人英国人认为发生
了“政变”。

而且，这场声讨，也不仅仅只在英
伦三岛，同时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
估计约翰逊也没想到，英国首相这
么不好当。
他的前任特雷莎· 梅，最后是哭着
下台的。他的前前任卡梅伦，因为马失
前蹄脱欧公投，最终黯然鞠躬下台。
轮到他，上台还不到两个月，一场
全国性的危机就来到了。
约翰逊是主张脱欧的强硬派。10 月
31 日是脱欧的最后期限。按照约翰逊的
政策，到时候哪怕和欧盟达不成协议，
英国都要脱欧，也就是无协议脱欧，硬
脱欧。
这样的话，一拍两散，各生欢喜，
是不可能的了。肯定的结果，一刀两断
，一地鸡毛，议会吵翻天。
别忘了，梅姨之所以含泪下台，就
是脱欧脱到一半，实在脱不下去了——
她的脱欧方案，三次议会表决，三次被
否决。最终，梅姨只能让贤。
约翰逊于是拿出绝招：议员们，你
们休息吧，我乾纲独断，快刀斩乱麻。
议会被强制关闭，等到 10 月 14 日

复会，离 31 日还只剩下 17 天。生米也
被煮成了熟饭，反对派再有能耐，很可
能也没时间发起反攻了。这样，约翰逊
一举完成脱欧大计。
至于党内的反叛议员，约翰逊也威
胁，再不听我的，就开除！
至于什么代议制、什么民主，约翰
逊决定，你们必须统统靠边站。
有你们捣乱，我什么都没法干。
但英国人不答应了。
周末全国大游行，保卫民主，反对政
变！据报道，英国警察还逮捕了多人。
从目前的局势看，这种抗议示威，
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 10 月 31 日，
甚至更长一些。
没办法，围绕着脱欧，过去三年，英
国社会早已经撕裂，现在约翰逊又关闭了
议会，很多英国人认为这是在“政变”。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简单说吧：
1，英国街头会很热闹，美丽风景
线不会少。
2，政治斗争更激烈，约翰逊马上
面临不信任投票。

3，如不信任通过，约翰逊将会是
英国历史上最短命首相。
4，如约翰逊过关，他更加雄心勃
勃，英国将加速无协议脱欧。
5，如果真这样硬脱欧，大家等着
吧，金融市场的黑天鹅，可能是一只，
更可能是一群……
反正，折腾吧，英国人既然有闲心
关注其他国家的事务，自己家不折腾折
腾也不过瘾。
脱欧脱了三年，还没脱下来，倒是
首相已换了三个，英国国内更是各种争
吵，一地鸡毛。
10 月 31 日，时间也就两个月了，一
旦到时硬脱欧，欧盟和英国反目成仇不
说，金融市场肯定是大地惊雷啊。
以至于女王都看不下去了。上个月
，刚上台的约翰逊去拜会女王，按照英
国媒体的报道，女王这样说了一句：
“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人想要做首相？”
也是，一个又一个灰土头脸甚至哭
着离开了，但又来了一个混不吝的。
唉，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英国更
折腾……

负债累累的“千禧一代”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成
年人了？
对于过去的几代人来说，可能是拥
有第一份全职工作、第一个家庭或者第
一个孩子即将成年时。但如今，75%的
青年人将成年的定义等同于经济独立，
而这正是“千禧一代”（出生于 1981
年-1996 年间）和“Z 世代”（出生于
1997 年-2012 年间）在试图脱离父母支持
时所面临的挑战。
美银美林联合 Age Wave 曾发布一
项调查，以下是调查的一些结果。(该调
查将青年人定义为一个由 7500 万人组成
的群体，其中大部分是千禧一代，不过
也包括 Z 世代中年龄相比较大的那部分
人群。)
如果说上述人群有一个共同特点的
话，那就是他们背负着前所未有水平的
学生和信用卡债务。
近 80%的青年人家庭都背负某种形
式的债务，其中 18 至 34 岁的家庭债务
总额约为 2 万亿美元。债务会影响他们
的退休储蓄能力，甚至在没有父母帮助
的情况下只能勉强度日。

统计数据显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
学生债务。乔治敦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
心的数据显示，到 2020 年，美国经济中
近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将需要高等教育
学历或高中以上培训，这一比例高于
1973 年的 28%。
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的马修·
拉特里奇 2018 年与他人联合撰写的另一
篇论文称，2003 年至 2012 年间，总债务
超过 4 万美元的学生比例从 2%上升到
18%，而贷款金额更高的大学毕业生可
能不仅会减少对 401(k)储蓄计划的缴款
，还可能不参加该计划，他们在财务上
的脆弱性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重。
（401(k)：美国一种特殊的退休储蓄计
划，它深受欢迎的原因是可以享受税收
优惠）
偿还这些债务导致买房或成家变得
更加困难，除此之外还会影响到退休储
蓄。美银美林的数据显示，与没有债务
的年轻人相比，负债青年人数量在 401
(K)计划中所占比例仅为前者的一半左右
。在那些开始具备消费需求的人群中，
四分之一的人已经从账户中取出钱来偿

还债务。
当涉及到偿还债务和为退休生活储
蓄资金时，财务顾问往往会建议两者兼
顾。这一建议包含许多因素，其中包括
债务利率，尤其是考虑到过去 10 年利率
一直处于历史低位。但大多数顾问都会
鼓励客户至少为退休计划存放足够的资
金，以匹配雇主的要求。对于愿意帮助
子女的父母来说，向个人退休账户存钱
可能比支付电话费意义更大。
大约 42%的千禧一代女性拥有学士
或更高学位。相比之下，千禧一代中拥
有同等学位的男性比例为 31%。“婴儿
潮一代”（出生于 1946 年-1964 年间）
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 25%。虽然职业选
择、晋升机会和工作中断都会造成男女
收入差距，但高等教育至少能够帮助女
性以更高收入轨迹开始职业生涯，这同
样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根据美银美林的数据，尽管在刚成
年时依赖父母帮助的男性和女性比例大
致相同，但在 30 岁或以上的女性中，只
有不到一半的人从父母那里寻求财务方
面的帮助，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则达

62%。
在未偿还的 1.5 万亿美元学生贷款
总额中，女性负债比例约占三分之二。
平均而言，她们当中攻读本科和高等学
位的人数要多于男性，而且债务水平也
往往更高。她们还需要更长时间来还清
债务（薪酬差距科普：根据美国劳工统
计局的数据，25 岁至 34 岁的男性全职雇
员每周收入中值为 864 美元，女性为 766
美元)。
美银美林称，在财务优先要务
方面，更多的女性把偿还债务和为
未来储蓄作为优先选项，而男性则
倾向于首先考虑享受当下。因此，
女性在退休储蓄方面可能拥有一个
更好的开端，但仍存在一个很大的
问 题 ， 只 有 27% 的 青 年 女 性 可 能 在
雇主资助的退休计划之外进行投资
， 而 男 性 的 这 一 比 例 为 46% 。
这凸显了金融咨询行业存在的
一 个 问 题 —— 当 然 也 可 能 是 一 个 机
会：女性接受财务顾问指导的可能
性只有男性的一半。尽管经过了数
年的讨论，但咨询行业仍以男性为

主，调查往往显示女性感觉自己没
有得到应有的服务。美银美林退休
客户体验主管丽莎· 玛格森在接受
《巴伦》采访时表示，“这一代的
女性正专注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比如偿还债务和为未来储蓄，这个
趋势让我感觉到了希望。但作为一
个行业，我们仍然需要将重心放在
为具体投资提供指导上。若要让女
性实现经济独立并按照自己的意愿
获得权力，这算得上是至关重要的
下一步。”
这项调查也为那些一直在抚养成年
子女的父母带来了些许好消息。在接受
调查的青年人中，约 85%的人表示，他
们有责任在经济上帮助父母，前提是父
母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82%的人则表
示，如果有必要，他们有责任让父母搬
来和他们同住。
父母们可能希望把此类承诺转化为
书面文字，特别是在抚养成年子女耗尽
他们的退休储蓄的情况下，他们中的许
多人在年老时需要被人照顾而且可能还
会有其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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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汽車不求人自修小竅門
完整修車廠徐云經理專欄
小竅門 9：如何在驗車時剎車輕
鬆過關。
將 ABS 泵上的控制線束插頭拔下
即可，完事後再插上，不影響正常使
用，抽空到站消除故障碼。
小竅門 10：如何放置車上不常用
但必須攜帶的東東。
打開後備箱看看備胎就知道了，
那裡是最大的儲物格。
小竅門 11：如何改善車內空氣流
通及除霜效果。
將粉塵過濾濾芯(發動機倉內)換成
同樣大小的海綿，既增加了進風量，
又可拆洗再用，而且冬季車內除霜特
快，跑長途就不必開風機了，同時省
油。
小竅門 12：如何保持離合器長久
輕鬆。
每次換剎車油時請維修人員從離
合器分泵處放出廢油。因為離合器和

剎車使用的是同一個儲油杯，可能有
難度，但又是應該做的。
小竅門 13：當你感覺到剎車不如
以前好用怎麼辦。
在等紅燈時用大力踩幾腳剎車，
即可見效，返老還童。
小竅門 14：如何簡單防止車輛跑
偏。
1、將跑偏方向的前輪調高氣壓
或另一方向的輪胎調低氣壓；
2、在規定的範圍內調整前束；
3、四輪定位後賴住商家。說明
一下，大部分車輛向右跑偏，都是因
為用右側上馬路牙子造成的。
小竅門 15：如何讓水泵用的更長
久。
建議高速不要超過 140 公裏，轉
速不要超過 4000 轉。
小竅門 16：如何延長火花塞的使
用壽命。

原車所裝配的火花塞使用壽命一
般在 10--16 萬公裏以上，如果點火、
動力、油耗等沒有太大變化的話，不
需更換。 6 萬公裏需清理積碳，調整
三個負極點到正極點的間隙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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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新技術MLS
最新技術
MLS鐳射治療儀無痛
鐳射治療儀無痛、
、快速
快速、
、有效
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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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診所有牽引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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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李醫生又引進了最先進的 MLS
鐳射治療儀，無痛、快速、有效！MLS
鐳射治療儀是四級雷射，非一般巿面
上的二級雷射能比擬，儘管都是雷射
，但其波長和效果還是不一樣，MLS 雷
射專利技術領先業界 20 年，是唯一不
會燙的四級雷射，快速安全有效！經
過 FDA 認可，對於治療急性及慢性肌
腱損傷、挫傷、血腫(瘀青)、退行性關
節病變以及椎間盤病變有著驚人的療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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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LS 鐳射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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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醫生（右）在用 MLS 鐳
李醫生（
射治療病人。
射治療病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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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e Dance Studio 國際標準
舞開幕式表演舞會完美落幕
休斯頓著名國標及拉丁舞蹈老師 Frida 老師和他們的學生們日前在舞蹈教室
The One Dance Studio 內 舉 辦 了 一 場
2019 國際標準舞開幕式表演舞會的活動
。嘉賓雲集當天還有其他頗識門道和對國
標舞熱衷的人士紛紛前來參與。學生們以
一對對的名師級老師們一一上場獻藝。依
次上場讓為座無虛席的場上觀眾及嘉賓表
演了演出進行了近三小時。國際標準舞兩
大舞系中的所有十個舞種，它們是摩登舞
中的華爾茲，探戈，弧步，快步和維也那
華爾茲；拉丁舞中的侖巴，恰恰，桑巴，
牛仔以及鬥牛都呈現在來賓們眼前。在著

名舞曲旋律回蕩的空間裏，表演者和觀眾
共度美好時光。交融，展現出一個色彩斑
斕的藝術天地，吸引了眾多愛好者參與其
中。Frida 老師今年推出了許多標準舞的
新內容，達到激發、培養更多愛好者對摩
登國標舞蹈和拉丁表演舞系的學習興趣，
增強對國標舞文化的了解和教育。Frida
老師當天邀請來自不同地區的職業講師和
國內外頂級國標舞大師進行演示和講解，
讓更多舞蹈愛好者體會全新舞蹈的魅力。
也令學員們個個發展潛力。呈現了一個無
比精彩的舞蹈盛宴，博得滿堂喝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