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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中國

美国人老谭有一个梦想——和

朋友们一起驾驶手摇车走遍中国。

与普通自行车不同，手摇车有

两个滑行后轮和一个可转向的动

力前轮，靠摇转把手驱动。它的

行驶速度快过轮椅，是很多残障

人士的出行利器。

2015 年，老谭开启了首次“手

摇中国”旅程。之后 7 年里，从香

格里拉到大理，从西双版纳到北

京，他带领一支手摇车车队缓缓

驶过中国大地。

从Josh到老谭

十多岁的 Josh Dominick 在一堂

全球文化研究课上望着满墙的剪报

发愣。这些剪报上的语言各不相同

，让人眼花缭乱，老师告诉他们这

些是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

伯语和中文。

小 Josh 扯下写满方块字的一页

细细观察，这些文字与拉丁字母毫

无共同之处，巨大的差异激发了他

浓厚的兴趣。就这样，Josh 意外踏

上了学习汉语十余年的旅程，但那

时候的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自己

会到中国学习、定居，拥有一个动

听的中国名字——谭嘉煦，被朋友

们亲切地称“老谭”。

老谭（左一）每周开设一次游

泳课，有不少“轮友”报名参加。

从本科到研究生，老谭在北

京大学度过大学时光。他深耕社

会学，研究东亚文化，专攻中国

课题。小时候性格偏内向的老谭

，来到中国后发现自己更适合这

里的环境，和中国朋友关系也非

常融洽。“北京这个城市给了我

很多机会，定居在这里是自然而

然的选择。”

老谭的中文极好，如果闭上

眼睛听他讲话，完全猜不出他是

一个外国人。他住在北京二环内

，喜欢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

巷。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编辑

，老谭一周只要坐两天班，时间

相对灵活。他把闲暇时光花在唱

歌、跳舞和户外运动上，也会和

朋友一起喝酒聊天逛展览。

有一次在三里屯喧闹的酒吧街

，老谭偶然帮助了一位残障人士下

电梯、打车。他惊讶于残障人士在

公共空间里的不便，从此两人成为

多年好友，并结识了另外一些残障

朋友。他们都很热衷社交和户外活

动，但由于公共设施不到位常常只

能被困在家里。老谭觉得没有什么

可以阻挡热爱，只要找到合适的方

法，大家就可以一起快乐运动。

2013 年，老谭成立“手摇中国

”组织。在漫漫旅途中，他们拍摄

短视频发上传到网络平台，收获了

一大批“老铁”。网友的留言热情

洋溢：“善良无国界”“经过我家

乡我一定招待你们”“让我重新思

考生命的意义”……

每当车队旅行至一个城市，他

们都会在当地的大学、公益机构和

社会组织宣讲，给“轮友”讲解手

摇车的驾驶方法，联系专家开展康

复知识课堂，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

信息和帮助。

手摇车之旅中，常常会有路人

对老谭的项目表示好奇与支持。

因热爱而担当

近十年间，老谭的“手摇中国

”组织吸纳了不少伙伴，活动类型

也在逐步扩展：除去常规的游泳和

骑行，甚至开发了滑翔伞、潜水、

冲浪等项目。

工程师庄先生 2019 年因为自

行车刹车失灵意外受伤，热爱户

外运动的他足足在家里憋了一年

多。他和老谭是在一次潜水活动

上认识的，“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个样子还能潜水，没想到还

真的成了。”在体验过各种活动

后，庄先生慢慢找回之前的兴趣

，走出人生阴霾。

现在的他周末会开着残障人士

专用汽车周游北京，有时还载着老

谭下馆子。庄先生非常赞成老谭的

理念，“这样可以帮助‘轮友’们

走出家门，认识相同兴趣的朋友，

尽早过上原来的生活。”

残障女孩璐英流在视频网站上

讲述了她和老谭的故事。几年前，

受伤不久的她在北京丰台由朋友介

绍参与了老谭组织的游泳活动。

“我想不到自己还能游泳，去之后

发现真的可以。”她仍然难掩喜悦

之情，“老谭抱着我入水，然后我

带着浮标在水里第一次仰泳。”

前年她还参加了三亚冲浪行。

当时伙伴们的住所距离海边不近，

还有很高的台阶，老谭不辞辛劳把

二十个参与者一一抱到海边。躺在

海边的浅水里，璐英流深深感到，

生活还是很美好的，还会有很多值

得期待的瞬间。

“轮友”乘滑翔伞从天空望向

大地。在体验飞翔后，伙伴们发现

没有什么是挑战不了的事情。

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滑翔伞这

种健全人都不敢尝试的极限运动时

，老谭说飞翔是人类的梦想之一，

不管是健全人还是残障人士，只要

迈出了这一步，会发现其实有很多

事情可以尝试。

老谭总是强调活动中的兴趣和

参与感。在“手摇中国”的系列

活动中，从没有志愿者的概念，

而是在聘请专业教练指导动作的

同时，招募一些志同道合的同行

者。“在旅行中帮助队友应该是

一种举手之劳，而不是为了帮助

他人才参与活动。最重要的还是

享受旅行过程。”老谭解释道。

旅行时，老谭只会统计“轮椅

位”和“非轮椅位”，而不是用伤

病情况区分成员。在这种气氛下，

庄先生渐渐把轮椅当做一种工具而

非是负担，他打趣道：“轮椅就是

我的小马扎，去饭店吃饭等位，我

比别人还轻松了呢。”

作为活动的组织者，老谭总在

寻找一种平衡。“轮友”们大多存

在身心健康隐患，需要定时照料，

同时也更在意个人空间。长途旅行

时，老谭从不约束伙伴们的出行时

间和规划，会仔细考量每位“轮友

”的具体情况，再决定他们应该由

同行者护送折返还是可以独行游玩

。

老谭和他的伙伴们在海边游泳

、冲浪、骑水上摩托。

有时候，老谭难免也会与“轮

友”意见不和。这时候，他就要根

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和意愿做出各项

评估，再寻求一种温和的表达方式

来协调。在洛阳之旅中，老谭就给

一些“轮友”配上灵活方便的车头

，让他们自己决定行程。

活动总会有很多风险，即使伙

伴们会积极办理意外保险，老谭和

同行者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各种专业

知识，尽可能保护他们的安全，

“不是我担得起这种风险，而是我

愿意担，很多事情有风险才值得做

。”

老谭直言，他发现很多人在受

伤之后都会被当成孩子照料，一直

呆在家里不进行社交，其实这样不

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迎难而上

在老谭看来，和残障伙伴出游

就像与他们成为朋友一样，都是自

然而然的事。如果说有所不便，顶

多也就是在旅行时需要帮助他们搬

轮椅、陪同如厕。

老谭最大的忧虑是组织未来的

发展。考虑到“手摇中国”项目中

的一些运动风险大、必要性低，老

谭一直在独立运营。每次活动，他

总是努力找到各行业的合作方提供

场地、人员和资金赞助，但很多时

候也覆盖不了全部费用。碰上这种

情况，活动每次也只会收取参与者

平摊后的必要成本费。整体而言，

“手摇中国”目前努力维持在盈亏

平衡、不赚不赔的状态。

因为个人时间灵活，老谭目前

尚且可以协调开展各项活动，但他

心里清楚，组织在长期规划、发展

存在隐忧。“一旦我自己的生活状

态改变了，活动就没法开展，所以

我也在努力寻找合适的组织者，但

目前还没有找到。”

无论是项目组织者、支持者还

是参与者，大家都明白“手摇中国

”有两个价值：一是起到示范作用

，鼓励更多伤友走出家门；二是给

爱好户外运动的残障人士一个施展

的空间。

庄先生非常享受“手摇中国”

的活动，但他发现即使经过各种努

力，项目影响力依然有限。“伤友

中能够走出家门的不超过三成，绝

大部分人是喊也喊不出来的。”他

认识一位伤病的大姐已经待在家里

近十年，“一方面是心里迈不过那

道坎，另一方面是中国目前残障辅

助设施配备情况仍没有达到理想状

态。”

在中国生活近二十年，老谭同

样关注着这方面的变化。他记得自

己刚来北京时，残障设施寥寥无几

。但这几年，他家旁边的菜市场门

口也修起了便于轮椅通行的无障碍

坡道，地铁站也慢慢配齐“爬楼机

”等设备。

但隐形的障碍依然存在。老谭

认识一位阿姨，每次乘坐公交车都

会被那块转移轮椅的无障碍踏板难

倒——往往不是坏了就是司机懒得

操作。在老谭的建议下，阿姨向

12345市民热线反映问题，后来那一

带的公交车再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北京在无障碍设施方面的进

步肉眼可见，但中国很大，还有很

多进步的空间。我们要乐观，出现

问题时去解决问题就好了。”老谭

笑道。

他还在考虑下一次手摇车旅程

的细节，受疫情影响，走遍中国的

计划可能要延期了。老谭与庄先生

打趣：“等疫情结束后，我们要走

得更远，走出中国。”

手摇车旅程被支持者们称为

一条在轮椅上的“平凡之路”。

老谭和他的伙伴们都清楚，每个

生命因仍在前行而不凡。在视频

记录中，手摇车队成纵列驶过南

方乡间水稻田边的小路，也横跨

东北平原上的道道沟壑，日光杂

着微风扫在每个人的脸上，折射

出坚定而笃信的光。

美国人老谭和他的“手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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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的余额已经告急，准备赴美读

书的娃们，都准备好了吗？出发前的签

证、机票、疫苗及核酸检测证明都准备

好了吗？入境后的各类注意事项，入学

后的租房等重要信息，在座的家庭都了

解清楚了吗？没有也没关系，我们从签

证开始，一一为大家整理了最全套的秋

季入学注意事项清单，要出国的不容错

过。

今年4月27日，美国国务院更新了

签证说明，解除了针对F和M类签证的

旅行禁令。 自8月1日起，持有F和M

类签证的留学生将不再受赴美禁令影响

，可直接从中国飞往美国。

时值8月，大批计划秋季赴美学习

的同学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开学相关

的事宜，集中前往美国。受航班叠加、

办票时间延长等因素影响，近日，上海

浦东机场出现了留学生大排长龙的情况

。也有部分同学已经来到美国，准备展

开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在全球新冠疫情的特殊时期， 小

编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赴美留学前后的

一些必要注意事项 ，各位留学生和家

长可以逐项进行确认，以便有备无患。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以下信息是根

据2021年8月初美国对国际留学生赴美

相关疫苗认可、签证发放政策等总结得

出。 相关政策可能随Delta病毒的变化

而有所改变，欢迎到文末添加留优果小

助手，及时获得最新赴美留学政策资讯

！

签证

4月27日，美国国务院更新了签证

说明，将解除针对F和M类签证的旅行

禁令。自8月1日起，持有F和M类签证

的留学生将不再受赴美禁令影响，可直

接从中国飞往美国。

对于新入学的学生而言，申请签证

的最早时间是课程项目开始前的120天

。继续返美学习的学生则随时都可以申

请签证 。结合当前的日期，留学生们

可在接下来的任何时间内开始申请签证

。

总体而言，自5月4日F-1签证面签

恢复后，整体通过率还是比较可观的。

但也有一些同学反映被拒的情况。那么

什么情况下容易被拒签F-1签证呢？

面签时使用过期的DS-160表。有部

分同学仍然使用去年填写的160表进行

面签，但时间跨度较大，同学们的部分

信息已经与实际信息不一致，所以导致

面签不通过。

未按规定在面签前及时缴纳sevis费

用。sevis费用的有效期是自缴费之日起

一年内有效，如果过期了，是需要重新

缴纳的。

开课时间早于8月1日。按照规定，

8月1日后开课的学生才能豁免14天旅

游禁令。

预约面签时类型选错。自国内使馆

预约面签系统更新后，F1签证类型分为

"硕士/博士(Graduate/PhD)"和"其他学生

(other student)"，如果在预约面签时未能

选择正确类型是会导致不能面签的。

机票

今年秋季赴美留学的同学，在机票

价格预算相对宽松的情况下， 最方便

最快捷的方式是购买直飞机票 。这种

方式的好处是不用担心第三国转机的签

证，及第三国可能核酸报告等因素。

目前中国飞往美国的直飞航班，每

周18个航班，其中中国航司的为8班，

美国航司的为10个航班 。国内出发城

市主要有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厦

门等，美国降落地点有洛杉矶、纽约、

达拉斯、旧金山、西雅图、底特律。

但购买直飞机票面临两个潜在的风

险 。中美直飞航班每周都会有取消的

航班，取消的规律并不太明确。此外，

目前国内直飞美国的航班供需失衡，运

力远远不够，因此票价也是水涨船高。

相比直飞，联程机票的好处在于，

万一航班有变更，只需和一个航空公司

协调，可以减少沟通成本。常见联程航

班至美国主要包括在香港，首尔，日本

，新加坡，加拿大，以及部分欧洲机场

转机的航班。 小编建议留学生尽量不

要选择那些容易发生熔断地区的航班作

为转机点。

疫苗及核酸检测证明

2021年1月26日起，入

境美国的航空乘客须向航空

公司提供航班起飞前3天内

的核酸检测证明，或提供已

康复的证明，否则航空公司

拒绝该旅客登机 。例如，

乘客的航班时间为周五下午

1点，则乘客持在周二及以

后任何时间的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即可登机。

同时，根据各学校官网

消息， 目前已经有约 240

所美国大学对秋季学期返校

学生做出了强制接种疫苗的

要求 ，学生需在规定日期

之前提交疫苗接种证明或免

疫证明。

大 部 分 学 校 都 认 可

WHO或者FDA批准的疫苗

。目前被世卫组织（WHO

）颁发紧急使用认证的新冠

疫苗共计6款，其中包括中

国的两款疫苗，他们分别是：辉瑞疫苗

、牛津疫苗、强生疫苗、莫德纳疫苗、

国药疫苗、科兴疫苗。受FDA认可的疫

苗有：辉瑞/生物科技疫苗、强生疫苗、

莫德纳疫苗。

入境

留学生在入境时需随身携带的个人

文件主要有：

护照，I-20表，经济担保证明，学

生身份证明，例如近期学费缴纳收据和

成绩单，SEVIS费用的支付收据，以及

学校联系人的名字及联络方式，包括紧

急状况下24小时有效的联络电话。

空乘人员将在飞机上分发海关申报

表(CF-6059)，表格必须在入境前填写完

毕，并与其他文件一起向海关人员出示

。所有进入美国的访客都必须陈述其入

境理由，并可能被要求提供最终目的地

的相关信息，及回答学校和专业课程的

相关问题。顺利入境后，海关人员会在

护照上进行盖章。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的是，美国海关

规定，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一次性带入或

者带出美国超过总额1万美金都必须如

实申报。 这里的1万美金总额，包括任

何国家货币换算成美金的总额 。因此

，只要携带任何国家货币折合超过1万

美金总额，都需要如实向海关申报。

租房

留学生美国租房时，会遇到的主要

有以下几种房型：

Dormitory(Dorm)，即宿舍。是学校

分配给学生住的常见房屋类型。一般来

说为两人一间，包含浴室厨房等多数生

活设施，要和室友共同使用。通常学校

的Dorm是不允许学生在厨房使用明火做

饭的，不过会配有微波炉。

Apartment(APT)，即公寓。一般整栋

楼都由统一的房产公司拥有，并进行管

理和出租。Apt会有较为健全的公共设

施，如pool，gym等。

Condominiums (condo)。跟 apt 大体

上很相似，区别在于所有权。condo的持

有权在业主。留学生租condo的话，是

要跟房东签合同，而不是房产公司。不

过整栋建筑还是会委托给物业公司进行

日常维护。

House，即独栋别墅。屋主在拥有

House的所有权（包括土地）的同时，

也需要自己负责物业。

美国的租房户型通常为xByB 。第

一个B是指卧室(bedroom)，第二个B是

指卫生间(bathroom)，例如，2B2B的就

是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的户型。那么，

在美租房具体需要怎么申请呢？

通常，学校周边的公寓会充分考虑

国际学生的处境，只需留学生提交护照

（或其他Photo ID）和 I-20（或其他身

份文件），就可免于刚来美国没有社会

安全号（SSN）而申请不到房子的局面

。房东一般会要求租客交1-3个月的押

金作为担保。

另外，有的公寓要求各项收入超过

房租的两倍或三倍。对于留学党来说，

公寓会考虑到国际学生的特殊境遇，会

假设申请人能够支付I-20上所示的生活

费用，间接证明了申请人能够按时足额

支付房租。

这些秋季赴美入学事项，你都办妥了吗？

老祖宗教育我们说：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一个人的成长甚至一个学

校的成就太受周围环境影响了！今年

WalletHub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以

教育程度、质量等依据，对于美国各

州教育水平进行了排名。跟着美藤国

际教育小编一起看一下是谁荣登榜首

又是谁惨遭垫底呢~

第三名：佛罗里达州

佛罗里达州位于美国南部，是美国

人口第四多的州，面积超

过 15万平方公里。佛罗

里达州因棕榈海滩美名远

扬，是全球著名的旅游天

堂之一，著名的迪士尼乐

园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在此永葆童心。

气候温暖、土地肥

沃、阳光之州，60%的

森林覆盖率，佛罗里达

不仅是旅游和居住的圣

地，更有着极高的教育

水平。全州有超过三十

所学院和大学，三十所

社区学院。州内约 38%

居民受过大学教育，公

立高中毕业率达78%。

在此高校：佛罗里

达大学、佛罗里达州立

大学等公立大学，以及

安柏瑞德航空大学、佛

罗里达理工大学、迈阿

密大学等私立学校。

第二名：加利福尼亚州

壮丽的大峡谷、巍峨绵延的高山

、干燥磅礴的沙漠，这些在加州都能

感受得到，真真是留学生们拥抱大自

然的好去处了~~ 由于地形影响，加

利福尼亚气候多样，拥有众多国家级

公园。加州是美国第三大洲，面积超

过 42 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4000 万人

，GDP居美国榜首，是美国乃至全球

的一大经济体。

经济发达的加州，教育水平自然

不落于后，约 40%居民受过大学教育

，斯坦福坐镇，加州大学各分校声名

在外。在之前评选的最佳学生城市中

，备受学生喜爱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就

是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著名城市，朋友

，好莱坞欢迎你！

在此高校：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系统、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

旧金山大学。

第一名：马萨诸塞州

马萨诸塞州得第一名真的毫无悬

念，毕竟坐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两

所顶尖名校，服气！

马萨诸塞州拥有众多高等学府，

各类教育资源在美国首屈一指。初高

中便普及小班教学，课程难度普遍较

高，真正的从娃娃抓起了。

在这里，超过 50%的居民受过大

学或更高等的教育，公立高中毕业率

87%，但学费普遍偏高，毕竟好的资

源都不便宜。

在此高校：哈佛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

看完前三名，也让我们关心一下

最后垫底的密西西比州！

密西西比州位于美国南部，由于

地理条件较差，所以经济相对落后。

虽然不是经济重地，但密西西比州也

有其独特之处，乡村音乐和蓝调音乐

世界闻名，诞生了“猫王”艾维斯·

普莱斯理和流行天后小甜甜布兰妮等

一众巨星。

密西西比州拥有 8 所公立大学、

13 所私立大专院校、15 所社区学校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在州内称得上优

秀，药学专业在国际上较受肯定，但

总体各学校的国际知名度较低。

美国各州，有着多样的自然风光

和经济形势，教育资源是留学生学习

生涯很重要的部分，毕竟处在优秀的

环境里，人也会不自觉地变优秀！

所以，有留学打算的小伙伴们，

一定好好研究地理位置和学术环境啊

！！！已经在海外就读的同学，也请

不要用排名去限制自己的发展，排名

不能定义学校和学生的好坏，发展还

得靠个人的努力！

揭秘美国各州教育水平——
最好和最差之间隔了几个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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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是全國準備月九月是全國準備月；；國稅局敦促國稅局敦促
民眾為自然災害做好準備民眾為自然災害做好準備

九月是全國準備
月。颶風季節高度臨近，某
些地區面臨野火的高度威
脅，國稅局提醒大家製定應
急準備計劃。

所有納稅人（無論是個
人、組織或企業）都應該抽
出時間制定或更新應急計
劃。

納稅人可以通過準備
計劃為災難做好準備，該計
劃包括保護和復制必要的
稅務和財務文件、創建財產
清單以及知道在災難發生
後去哪裡查找信息。保存好
這些信息以備在災難發生
後使用，這些備份信息可以
幫助人們更快地使用國稅
局提供的救災服務。
著手安全措施

納稅人應將重要的原
始文件保存在安全空間的
防水容器內。納稅申報表、
出生證明、契約、所有權和
保險單等文件也應複製，並
交由納稅人區域外的可信
任人員保存。
準備複件

如果原始文件只有紙
質文件，納稅人可以使用掃
描儀將其保存在 U 盤、CD

或云端，這樣既安全又便於
攜帶。
記錄貴重物品

災難發生後，家庭或企
業內容的照片和視頻可以
幫助支持保險或稅收優惠
的索賠。所有財產，尤其是
昂貴和高價值的物品，都應
記錄在案。國稅局（IRS）災
難損失工作手冊，有助於個
人（英文）和企業（英文）編
錄財物或商業設備清單。
雇主信託保證書

使用薪資服務供應商
的雇主應查詢他們的供應
商商是否有信託保證書。該
保證書可以在供應商違約
的情況下保護雇主。國稅局
鼓勵雇主在 EFTPS.gov（英
文）創建一個電子聯邦納
稅系統帳戶，以監控他們的
工資稅存款並接收電子郵
件警報。
到哪裡尋求幫助

納稅人可能需要為稅
務目的、獲得聯邦援助或保
險報銷在災難後重建記錄。
納稅人可以查詢金融機構
是否提供電子版的財務聲
明或者文件。災難期間失去
部分或全部記錄的人可造

訪國稅局 (IRS) 的重建記
錄（英文）網頁。
國稅局已做好準備，隨時提
供幫助

生活在聯邦宣布的災
區的納稅人可以訪問國稅
局（IRS）的災難情況下的稅
收減免 網頁或 國稅局官
網 IRS.gov 上的全國范圍
內（英文），並查看可用的災
難稅收減免。國稅局自動識
別位於覆蓋災區的納稅人，
並給予申報和付款減免。受
影響的納稅人可以致電
866-562-5227 與接受過處
理災難相關問題的國稅局
專家交談。

納稅人如在聯邦宣布
的災區以外、但仍受災情影
響，可能有資格獲得救災。
這包括個人不在災難區域
但其滿足寬減期間內延遲
之申報或付款截止期限所
需的記錄位於覆蓋災難區
域內的納稅人。
有關全國準備月的更多信
息，請 訪 問 Ready.gov/
september（英文）。
(IRS新聞中心)

I/房地產專日/雜版/稅務/210907B簡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wenty years ago terrorists
crashed hijacked planes into
New York’s World Trade
Center, the Pentagon and into
a field in Pennsylvania killing
nearly 3,000 people as smoke
poured from the Twin Towers
over Manhattan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11,
2001.

President Biden will be
accompanied by First Lady Jill
Biden when he visits lower
Manhattan today. His visit will
come less than two weeks
after the last U.S. troops
departed from Afghanistan on
August 31 ending the twenty
years of war that was
launched as a response to
the 2001 attacks. On Friday

President Biden also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would
require the review,
declassification and release of
classified government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terrorists’ attacks.

Up until today, the world still
is in chaos and the
COVID-19 virus is still
attacking our community and
the entire world. So many
people are still suffering even
twenty years after the 911
attacks.

When we look back on
history, the world leaders
really need to have a plan for
peace. War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0909//1111//20212021

Scars of HistoryScars of History –– 911911

二十年前的今天一群
恐佈份子向紐約國貿心雙
子大楼發動攻擊，造成近
三千人葬身火海，這是美
國有史以來遭到的最大災
難。
今天全美各地下半旗

致哀，哀悼那些在大樓中
喪生的無辜國民。
二十年過去了，美國

揮軍進入阿富汗追殺由賓
拉登為首的恐怖份子，二
十年後的今天，美軍全部
撤離了阿富汗然而世界還
是在不斷動亂之中，加上
新冠疫情之侵襲，許多人
仍然生活民在水深火熱之
中。
記得二 00 一年九月

十一日上午八時許，我正
在舊金山和李雄兄全家參
與美國李氏公所之全美年
會, 當時看到第二架飛機
撞上了另一大樓，電視上
正在轉播實況有如電影上
之情節，小布什總統立即
發表電視講話，全國上下
一片驚慌，恐佈份子還繼
續向西部攻擊。
這個歷史的一幕真是

難予置信，在九一一之後
，美國政府開始全面在世
界各地追殺這些極端份子
，希望阻止悲劇再度上演
，此慘痛事件造成了多少
人的家庭悲劇，歷史之傷
痛將永遠無法撫平

歷史上的傷痛歷史上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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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的婚禮習俗

在時間的流逝中，美國人也積澱了
自己獨特的婚禮習俗。

和國內婚禮一樣，美國人結婚也講
究良辰吉日的選擇。美國人喜歡選擇6
月舉行婚禮，June是美國人對六月的稱
呼，它來自羅馬神話中愛情女神和婚
姻女神的名字 Juno。好像在六月舉行
婚禮似乎能特到愛情和婚姻女神的特

別祝福。在時間的流逝中，美國人也積
澱了自己獨特的婚禮習俗。

Yes,I do.在美國人眼中不僅僅只是
誓詞，它同時也是一種責任。在婚禮上
說出這句話就像是一個簽訂的契約，
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而且在現在美
國人也把婚姻當做是個嚴肅的事而不
是想過去僅僅是一宗商業交易。

一切從訂婚開始。在傳統上，年輕男
子先要請求女朋友的父親允許自己娶
她。如果女方的父親答應，然後男方才
能向女方求婚。男方時常嘗試以羅曼
蒂克的方式“蹦出這個問題”，想給女
方一個驚喜。有時雙方只是一起決定，
該是結婚的時候了。男方通常會送給
未婚妻一隻鑽石戒指作為訂婚的象徵

。
訂婚期可以持續幾個星期

、幾個月，甚至幾年。當大喜
的日子臨近時，雙方各自的
好友在婚前派對上會贈送許
多實用的禮物。今天，許多未
婚夫妻在訂婚期間還聽取諮
詢意見，以此為應付婚姻生
活的挑戰作好準備。在訂婚
前，男方會先向女方的父親
請求許可娶他的女兒。等女
方的父親同意後才開始向女
方求婚。求婚時男方會用送
鑽戒的方式先給女方先訂婚
。訂婚期可以延續幾個星期
甚至幾個月也可以是幾年，
其實國內也差不多是這樣的
習俗。婚禮前，新人的好友會
在派對上贈送禮物。

新郎與新娘要交換戒指。
戒指經常戴在左手的第四只
無名指上，在婚禮上進行交
換。這種傳統起源於原始早
期社會，還被認為是具有魔
力的。在一些原始部落裡新

婚夫婦被戴上用草和花編織的花環，
以象徵婚姻的幸福與美滿。現在，戒指
則象徵兩人相互承擔的義務。

美國人的婚禮一般在教堂舉行，但
是也有很多追求新穎時尚的新人選擇
一些特殊的婚禮儀式。婚禮上新娘的
穿著及佩戴要包含新、舊、借來的東西
和藍色。舊是指新娘身上一定會戴著
一件傳家珠寶或是母親或祖母的婚
服，表示結婚後仍然與娘家保持聯繫;
新是指新娘身上一定要有一件新的
東西，婚紗、首飾或婚鞋等，新東西象
徵著新娘的新生活順順暢暢;借來的
東西可以是手帕、頭紗或手套，表示
在新娘需要的時候，家人和朋友都會
幫助她;藍色的東西是新娘身上的珠
寶首飾或綢緞帶或發飾，表示著對愛
情的忠貞不渝。

婚禮開始時，新郎和他的陪伴同牧
師站在一起，面對著來賓。當音樂響
起時，新娘的陪伴入場，後面就跟著
美麗的新娘。一對新人緊張地跟著說
出他們的誓言。按傳統習慣，雙方許
諾要彼此相愛，“不論情況較好較壞，
不論家境是富是窮，不論生病還是健
康。”但有時兩人也可以編一套自己
的誓言。他們互贈金戒指象徵婚姻的
承諾。最後，牧師宣佈重大時刻的到
來：“我現在宣佈你們成為夫妻。你可

以親吻你的新娘！”
婚禮儀式舉行後，常常由家中的親

友往新郎新娘身上灑落一把把生米，
以此祝願他們多子多孫。雖然，美國出
生率在日益下降，但是，作為消遣嬉戲
的灑米作法還在大多數婚禮儀式中盛
行。

新郎一般是穿正式的西裝或無尾的
晚禮服。婚禮開始後，新郎和伴郎還有
牧師站在一起面對著來賓。音樂響起
後，伴娘在前引著新娘入場，接著新人
雙方許諾宣誓。在美國人的婚禮上一
定有蛋糕。他們切開結婚蛋糕並互喂
對方一口。

儀式結束後新人開始切蛋糕和來賓
們一起享受。之後，新娘會將自己的手
捧花拋出，讓在場的未婚女性朋友搶，
搶到手捧花的女性朋友則會成為下一
個結婚的人。其實這只是個說法，主要
是傳遞這份喜悅和幸福。婚禮後新人
會駕上婚車離開。

在婚禮儀式後，經常會舉行盛大的
婚宴，這個婚宴也叫做招待酒會。酒會
上各種豐盛的食物對公眾具有強大的
吸引力，以致於把對新婚夫婦的注意
力給奪去了。食物的種類是以新郎新
娘的文化傳統以及新娘家的喜愛和經
濟狀況來決定，因為在美國經常是由
新娘的家庭來支付婚宴帳的。

在角落裡放著有許多層的色彩擯紛
的結婚大蛋糕，傳統的作法是新娘與
新郎一起握著刀來切蛋糕。據說過去，
在吃蛋糕以前，先要把蛋糕丟在新娘
的頭上。時代改變了，新娘再也不能忍
受這種屈辱的習慣。不過有一點還是
依然的，那就是把蛋糕給賓客吃以前，
新娘新郎先互相給對方吃一塊蛋糕。

吃過蛋糕以後，新娘站在房間中央
的一把椅子上，把花束拋給那些未婚
姑娘。據說誰拿到那束花，誰就是下一
次的新娘。有些姑娘積極地去搶，但有
些則靦腆地躲開了。

然後，新娘與新郎就離開婚宴會場，
去開始度蜜月(婚禮後的旅行)。這種蜜
月旅行起源於古老的德國風俗，在德
國結婚典禮後要喝一個月的蜜酒。當
今的蜜月旅行大有不同，它完全取決
於新婚夫婦的愛好，時間與經濟條件。

有時候，一對新婚夫婦只在附近的
一家旅館中度過一夜，而有時候，他們
會在一個遙遠的度假勝地消磨兩周。
蜜月旅行的費用應由新郎方面承擔。
(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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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讓美國人生活改變疫情讓美國人生活改變
很多人開始攢錢很多人開始攢錢
可能誰都沒有想到，這場新冠疫情會延續這麼長的時間，說實
話在去年年初疫情剛剛爆發之時，作為經歷過非典的老人，我
當時也覺得這場疫情雖然嚴重雖然可怕，但是我們英勇的中國
人民一定可以戰勝它。

甚至當時我就想疫情再嚴重，會比當年的非典還嚴重嗎，
現在看來真是低估病毒了，新冠疫情的規模和影響度遠超當年
的非典十倍百倍。當年非典肆虐之時也不過用了兩三個月的時
間，到了夏天，太陽一升起萬物一複蘇，溫度一上升，非典病毒
突然之間消散掉了。到今天咱們都不知道非典病毒消失到什麼
地方去了，我們可以說相對輕鬆地戰勝了非典，而且非典當時
也就在我國相對傳播的廣點，其他國家根本沒有遭受什麼大災
。

然而這一次新冠疫情完全不一樣，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到
了2021年的今天，這個疫情還在發展。有很多悲觀人士都說，疫
情要徹底解除得一兩年之後了，我們人類有可能將終生和這個
病毒共存，以後接種新冠疫苗就像我們接種流感疫苗一樣是司
空見慣，每年都必須的。

這場疫情確實給我們帶來了很多變化，對於我們中國人來
講，很多人抱怨的是怎麼到今天這個疫情還沒結束，我已經兩
年時間沒有出國旅遊了，在可預見的未來，2021年出遊計劃肯
定也是泡湯了。可是對於別的國家的人而言，生活上的改變可
不只是不能旅遊這麼簡單，對於很多人來講他們恐怕都要改變
以往的生活習慣了。比如說以往我們的經驗中美國人過的是一
個什麼樣的生活，寅吃卯糧的生活，以往我們就跟大家聊說今
天40%以上的美國人遇到緊急危難的事的時候你讓他拿出400
美元都是不可能的。有很多人質疑這個數字，說好歹美國的人
均GDP一年就五六萬美元之高，美國隨隨便便一個普通人去打

份工，一個月掙兩三千美元那還是很正常的，為什麼有接近一
半的美國人連400美元幾天的工資都拿不出來呢？

原因很簡單，因為長久以來美國資本家給他們的老百姓設
計的生活路徑就是花明天的錢享受今天的生活，作為一個普通
的美國中產階級，你一個月大概能掙幾千美元，很多美國的公
司不是發月薪，是發週薪，一個禮拜就能給你發1000美元左右
的工資。可問題是工資發下來了，那能到你手上嗎，有房貸要還
有車貸要還，有信用卡賬單要還，有水電費要交，對於普通的美
國中產階級而言，人家算數還是不錯的。早就做好規劃了，我的
工資下來有多少賬單要還，一大批賬單還下來之後所剩無幾，
對於美國人來講這是個好事，這說明我已經提前把福享了，我
現在只是來還錢而已。

咱們國家進入到物慾橫流的消費主義時代，那就是近幾年
的事而已，而美國人早在幾十年前就開始了。咱們現在玩爛的
什麼信用卡借款也好，分期付款也好，美國人幾十年前就這麼
做了，在美國幾乎萬物都是可分期的。以前不就有個笑話嗎，有
一個25歲的成年人剛剛還完一個嬰兒車的最後一筆貸款，銀行
的人問他說這個嬰兒怎麼樣，我們這個車使用的不錯吧？這位
成年人說，謝謝，我很好。

一個小小的嬰兒車都可以做25年的分期，只有分期做的長
才能誘使你買更多的東西，你買一輛汽車要幾萬美元，拿不出
這個錢，沒關係，做個長達10年的貸款。一個月就還幾百美元，
每一天平均就還個10塊8塊你就能擁有一輛dream car，那這
是多令人興奮的事，所以美國普通老百姓早就在資本家的教導
之下，把明天的錢花光了，拿不出400美元這是非常正常的。

美國普通人的資金鍊也是非常緊張的，經常看美劇和美國
電影的朋友們都知道，在美劇中有很多年輕人表示我是不能失

業的，我一失業我生活都毀了。沒有穩定的工資進賬，我
房貸車貸信用卡賬單怎麼辦？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就是
這樣被死死地摁住了，成為了金錢的奴隸，這恐怕也是很
多中國人所不能理解的。

咱們中國人講究的是手裡有糧心裡不慌，甭管是大富
之家還是小康之家，甚至就是普通打工者也或多或少都
得有點積蓄，有點念想。畢竟我們要隨時隨地應對生活中
的意外，而美國人似乎從來不覺得生活中有意外，今天把
明天的錢花光，工資來了一一還款也就是了，然而這場新
冠疫情已經讓很多美國人發生變化了。

一方面美國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幾千萬人確診
超過60萬人死亡，在大半年的時間美國各種各樣的工廠
都是關閉的，很多人失業。我們剛才講了，對於美國普通
人來講那是不能失業的，我一失業資金鍊就斷了，我就還
不起這些賬單了，我家裡沒有任何存款儲蓄。可是疫情到
來你就只能失業，所以很多美國人乾脆到街頭去流浪，可
能對於美國這樣的新興國家來講，由於歷史太短底子太
薄，因此普通老百姓沒有這個居安思危的概念。

我們以往就跟大家介紹過德國是打了兩次二次大戰
的國家，德國是經歷過惡性通貨膨脹的國家，所以從政
府到民間都有非常多的儲蓄。德國政府就直接要求每個
德國人在家中必須給每位成年人準備超過15天的基本
飲食飲用水和其他應急物資，說實話甭跟中國比，相比
於德國，美國普通人的準備都是太少了。
以往美國恐怕從未經歷如此長時間的災難侵襲，你說

來個極端惡劣天氣也頂天是一兩週的時間而已，生活會
很快地恢復正常，而新冠疫情的影響已經長達一年半了

，所以有很多美國人現在已經開始學會儲蓄了。未來要用儲蓄
應對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意外，而且疫情到來很多人要居家生
活，很多美國人反而感覺到居家生活之後，過往很多不必要的
支出沒有了，反而能存得下錢。

我們經常跟大家講，其實我們生活中有很多花費根本就不
是必須的，各種各樣的消費品廠家為了賣它的東西，他會極盡
地給你洗腦。我們每天看到的廣告也好，收到的資訊也罷，其實
有很多都是人家精心設計的結果，就是為了要讓你乖乖地掏錢
。疫情到來之時，很多美國人居家辦公居家生活，大家感覺到以
往很多似乎是必須的支出，現在看來不支出也可以。很多美國
人反而有了部分積蓄，要擱以往有的美國人可能馬上把這個錢
再花出去，而今天他們開始懂得要把錢存起來，以備未來的不
時之需。

根據美國相關部門統計，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人累積
的個人儲蓄規模一直在不斷增長，最近已經突破2萬億美元大
關了，創40年來的新高。很多美國人已經開始攢錢了，而且這對
於美國來講確實是個好事，因為今天美國面臨的是多年來罕見
的大通脹，很多工廠關了那麼長時間，美國經濟下行太嚴重，所
以新總統拜登祭出他撒幣的政策。這個項目投幾萬億美元，那
個項目投幾萬億美元，甚至號召全球搞40萬億美元的基建計劃
，這麼多的美元在短時間內被投入到各個經濟體之中，生產沒
有增加，那自然會引發大通脹了。

今天美國很多普通老百姓抱怨的是在過去一段時間以來，
幾乎所有產品的價格都在上漲，你說如果房價上漲股市上漲，
投資房市股市的人感覺我資產增了點值，這倒未嘗不是個好事
。可是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講，他們面臨的是超市中的每一件物
品都在上漲，就有旅居美國的中國人說以往每個禮拜到大超市
花個四五百美元就可以買滿滿一購物車的，足夠一家5口一個
禮拜使用的食品，而今天花600美元都買不出當年那些食品了。

根據剛剛公佈的數字，5月份美國的CPI指數已經超過了
5%，創幾十年以來的新高，但是有很多美國經濟學家說這個5%
恐怕不是很準確，他們預測美國國內實際的通膨指數已經超過
10%了。現在更多的美國經濟學家擔心隨著通脹從美國傳導到
全球，不光美國一個國家通脹，別的國家也通脹。

就拿咱們中國來講，有多少人就擔心全球性的大放水總有
一天會波及到我國，很多美國人就擔心現在美國進口了大量來
自中國非常低廉的物品，它保持了美國國內物價的相對穩定。
這個大通脹一旦傳到中國去，我們的物價也上升，員工工資也
上漲，那麼我們出口給美國的商品也得漲價，最終將會進一步
加劇美國國內的通脹。所以對於美國普通老百姓來講，他們的
生活因這場新冠疫情已經有了很大變化，未來還將有更大的變
化。對於那些現在開始存錢的美國人來講，這是一個好事，你現
在不存錢，如何應對未來的大通脹呢？(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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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1月24日，矿工们在加利福尼

亚的沙加缅度（即萨克拉门托）以东50英

里的科洛马镇发现了黄金，但直到5月29

日当地报纸发表社论，声称这个国家“响

彻着对金子！金子！金子！的贪婪呼唤”

，才算宣告了加州淘金热的开始。

同年晚些时候，或次年年初（历史

记录有所出入），一位来自港口城市广

州的中国女子登上了一艘开往旧金山的

蒸汽船。阿彩（Ah Toy）是第二位到达

旧金山的华人女性，第一位是几个月前

到达的商人仆妇。尽管阿彩有着上流社

会妇女典型的小脚，却是独自一人旅行

，到达旧金山时约二十岁。除了自己的

身体，并无其它谋生手段。

我是在调查2019年佛罗里达州一次

卖淫突击检查事件时了解到阿彩的。在

这次突击检查中，所有被捕的按摩店工

人都是华人移民和外来工。其中一些人

交付保释金后被释放，另一些人则被转

移到移民拘留所，等待被驱逐出境。被

捕的顾客则都是男性，大多是白人。这

些人都被释放，且未被法院传唤。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反移民立

法往往与反卖淫立法高度重合，因为从

事性工作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尤其

是有色人种女性，包括没有身份证件、

朝不保夕、被排除在传统劳动市场之外

的女性。

阿彩的故事也是这部历史中的一环

。我迅速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部分

是职业使然，部分则是出于个人原因。

有色人种生活在一个并非为我们而建立

的世界中，每当看到历史、媒体或艺术

中存在对自身的呈现时，很难不感到强

烈的好奇。

根据杨碧芳（Judy Yung）1995年出

版的《解放缠足：旧金山华裔妇女社会史》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一书

，阿彩移民美国的初衷是“追求更好的生活

”，但对于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单身女性来说

，她并没有什么选择——至今仍旧如此。最

终，她在企李街（Clay Street）和干尼街

（Kearny Street），也就是今日的唐人街地

段内搭了一处棚户屋。这个街区后来被称为

巴巴里海岸，成为整座城市的红灯区，它的

恶名一部分是源自其中不同种族和阶级的男

女混杂。阿彩便在那里的一座四英尺宽、六

英尺深的小屋里开始工作，起初是向矿工提

供服务，这使她成为了新大陆上有案可查的

第一位华人妓女。

从各方面资料来看，阿彩都是深受

人们喜爱的。寇特· 简特里（Curt Gentry

）在《旧金山的鸨母们》（The Mad-

ams of San Francisco）一书中提到，矿

工们在旧金山下船时往往“拔腿狂奔”

，就是为了见到这位著名的美人。法国

作家、居住在旧金山的阿尔伯特· 伯纳

尔· 德· 胡塞（Albert Benard de Russailh

）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大多都面貌

丑陋，女人和男人都是如此；但也有一

些女孩即使不漂亮也很有吸引力，例如

奇特而诱人的阿彩，她有纤细的身体和

爱笑的眼睛。”加州参议员大卫· 布罗德

里克的“掮客”查尔斯· 杜恩（Charles

Duane）在1881年的回忆录中称她为“我

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阿彩来到旧金山时，加利福尼亚尚

处于建州过程中，对妇女和有色人种形

成结构性歧视的法律尚未出台，美国其

它地区盛行的传统宗教和社会秩序尚未

席卷加州（湾区第一位神职人员蒂莫西·

德怀特·亨特1848年10月才从檀香山抵达

）。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在这段短暂的

时间里活得有声有色，尽管随着加州拓

荒的结束和边境的确立，她们的力量也

将被大幅削弱。

在淘金热时期粗暴喧闹的旧金山，

并没有多少女性的身影。有人则利用这

一点谋利。有报道说，矿工们冲出酒馆

，为的竟然是去学校看女子唱诗班。还

有报道说，一些有创业精神的咖啡店老

板设置了收费餐室，男人可以付门票钱

进去看以“不雅姿势”躺卧着的裸女。

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性会发现自己受到

崇拜者的攻击。一位丈夫在海上丧生后

从纽约乘船来到旧金山的寡妇，在第一

个星期内就收到了三次求婚。

妓女们也被纳入对狂野西部的崇拜风

潮。她们早在1848年就开始来到旧金山，

但直到第二年才形成规模。1849年底，在

2万至2.5万的城市总人口中便有700名妓

女。兰德· 理查兹（Rand Richards）在

2008年的《泥、血和黄金：1849年的旧金

山》（Mud, Blood, and Gold: San Fran-

cisco in 1849）一书中提到，男人们在港

口迎接载着妓女的汽船，为了获取性服务

当场叫价竞拍的事情并不罕见：“先生们

，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现在愿意拿

出多少钱，让这位刚从纽约来的漂亮女士

和你来一场特别的约会？”

在获得初期成功之后，阿彩作为一

个单身女商人历尽艰难，但在来到加州

的第一年内，她不仅成了有名的妓女，

还成了一位颇有势力的鸨母。她在派克

街（Pike Street，现称林华耀街）开了一

家妓院，雇佣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

抵达加州各个港口的华人女性为她工作

。

大多数旧金山的华人妓女都是成群结

伴，在“交谊厅”（parlor house）或临

街的房间里工作，这种房间里家具稀少，

只有一个洗脸盆、一把竹椅和一张硬床。

底层妓女被戏称为“老举”（意思是她们

经常要高抬双腿），通常在街巷边的小房

间里，与站街女们一起从日雇劳工和船员

阶级中揽客，一次最低25美分，相当于今

天的8美元。在杨碧芳的记述中，女人们

“轮流在小窗口招徕顾客：‘看看两块，

上手四块，干事六块！’”数额分别相当

于25、50、75美分。

而阿彩经营的那类妓院，通常设在

底商店铺的楼上，有宽敞的房间，柚木

和竹子家具，还有刺绣枕垫。华人妓院

充满“异国情调”的氛围和低廉的价格

吸引了大量白人和华人顾客。

阿彩坚毅而狡猾地经营着她的事业

，在法律面前多次成功捍卫自身。根据

官方记录，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出庭超

过十次，起初是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指

控欺诈她的男性，后来又因妨碍风化的

罪名被告上法庭。（另一项统计显示，

在达到旧金山的前三年中，她出庭了50

次之多。）

她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是在1849年起诉

几个嫖客以铜代金，骗取钱财。审讯时，阿

彩头戴一顶无边软帽，身穿杏色缎子外套、

柳绿色的灯笼裤，头发梳成髻，用米粉上妆

。当法官要求她出示证据时，她起身离席，

一段时间后拿着一个装着铜屑的瓷碗回到法

庭。在理查兹的记述中，这让“在场看客们

无不大笑喝彩”。（尽管如此，法官还是作

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几年后，阿彩又去报案，称有男子偷

了她一枚价值300美元的钻石胸针。审判

持续了几天，当小偷们试图将胸针当掉换

取现金、胸针被找回时，审判才结束。在

接下来的几年里，阿彩继续出现在法庭上

，按照理查兹的说法，她总是穿着“最闪

耀的欧洲或美国风格”的服装，并大胆地

谈论当时困扰司法部门的腐败问题。一位

华人妓院主如此勇于利用法院系统自卫，

显示出她非凡的决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开拓者阿彩

来说，在旧金山从事性行业变得越来越

复杂。在1849年1850年代初，中国国内

农业歉收、太平天国起义和鸦片战争的

血腥，使得更多的中国移民迁往旧金山

。在50年代末，美国已有约35000名华

裔居民。

起初，这些移民作为急需的劳动力受

到欢迎，但随着1850年代黄金的耗竭，他

们的受欢迎程度也在下降。事实上，自

1830年代有华人移民开始抵达美国其它地

区以来，反华言论已经开始积聚，但直到

1850年代和60年代，这种本土主义的敌意

才开始固化为政治行动和立法。首先是

1850年和1852年的《外国矿工法案》，

向外国矿工（其中大部分是华工）每月课

税。在1850年至1870年期间，该法令的

税收收入占了全州税收总和的一半以上。

此外，还对华裔渔民、洗衣工和妓院主征

收其它鲜为人知的特别税。

立法者还通过了另外一系列地方法

令，这些条律并未明确针对华人社区，

但杨碧芳认为“这显然是为了骚扰和剥

夺他们的生计而通过的。”其中包括立

方空气法（Cubic Air Law），禁止人均

新鲜空气流动空间少于500立方英尺的居

住环境；人行道法，该法规定使用肩挑

扁担属于轻罪；以及辫子条例（Queue

Ordinance），规定入狱囚犯的头发一律

剪短到离头皮一英寸以内，目的是羞辱

留辫子的中国男人。

在这一时期，阿彩开始作为被告而

非原告被传上法庭。1851年，七百名

“土生土长的新教徒”组成了旧金山私

警治安委员会（San Francisco Commit-

tee of Vigilance），在政府之外主持公

道，尤其针对卖淫和其他此前不受管制

的恶习。即使按当时的标准，这个组织

的存在也颇为蹊跷：“大西洋沿岸各州

和欧洲热爱法律、爱好和平、值得尊敬

的人们的确会为此感到惊讶：一个有着

三万居民的城市……竟然甘愿服从一个

秘密社团的临时法律和专断意志，无论

其人数多么庞大、其成员多么诚实、有

信誉。”一份当时的历史文件《旧金山

年鉴》如此写道。

土地测量员、也是纽约市前市长之

子约翰· A· 克拉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特别

巡逻员，负责调查性行业，最终目标是

将旧金山最引人注目的妓女之一阿彩驱

逐出境。但克拉克不但没有驱逐她，反

而被她吸引，他为她提供保护，以换取

她的感情。这是他们之间的隐形契约。

但不久以后，克拉克就开始打她。

一年后，也就是1852年，阿彩将他告上

法庭。她告诉主审法官爱德华· 麦高文，

克拉克因为她告诉别人自己是他的情妇

而打她。麦高文法官以此事是个人生活

问题为由驳回了诉讼。

1854年，阿彩试图以家庭暴力为由

再次将克拉克告上法庭，这时她才知道

，加州同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剥夺非白

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其它剥夺华人社区

基本权利的歧视性法律也得到通过，包

括禁止华人受雇于公共工程、异族通婚

和拥有土地。在此之前，这些限制都以

非官方形式存在，现在则正式成为白纸

黑字的法律条文。

也是在这一年，作为旧金山市监事

会（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

）前身的立法机构市理事会（Common

Council）通过了一项全面封禁妓院的法

令——尽管在现实中，该法令对墨西哥

人和华人经营的性交易场所执行得最为

严格，其中许多因此关闭。白人妓院扮

演着相同的社会功能，但它们的所有者

中有些是社会精英，比如后来创办加利

福尼亚银行的威廉· 罗尔斯顿，这样的妓

院则未受冲击。

最终，阿彩本人被逮捕、定罪、并

以“经营不良场所”（disorderly house-

keeping）的罪名被罚款，这种立法至今

以“逼良为娼罪”（pandering）的形式

存在，对协助性交易的人进行惩罚。三

年后，也就是1857年，她前往中国，告

诉记者她要永远离开。然而她很快就回

来了，并于1859年3月再次被捕。

对于阿彩和同伴们来说，1860年是她

们行业衰败的开始。到了这时，已经有足

够多华人女性移民来到加州，缓解了性别

比例的极端失衡，妓院的生意也不那么好

做了。罗纳德· 高木（Ronald Takaki）在

1989 年出版的《他岸来的异乡人》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一

书中写道，1852年时整个加州有约11000

名华人，其中只有七位女性，到了1880年

，女性人数则增加到约3000人。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成露茜（Lucie

Cheng Hirata）在1979年的文章《自由、

契约、奴役：19世纪美国的华人娼妓》

（Free, Indenture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

ca）中提到，政客们不仅仅指责华人妓女

危害了“白人男性的健康”，还从经济角

度批评她们“夺走了原本属于白人女性的

针线活等生计来源”。

1865年，旧金山市监事会通过一项

条令，将有伤风化的华裔女性逐出城市

部分地区。第二年，州立法机关通过了

“取缔中国娼寮法案”。从1866年起直

到1905年，加州一共通过了八条针对华

人妓女和妓院的禁令。被抓的女性必须

上缴25至50美元的罚款（相当于今天的

400至800美元）并关押五天。同样，这

些苛法并不适用于白人妓女。

最终决定旧金山华裔妓女命运的是

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白人妇女的到来。她

们建立了家庭，形成了传教士圈子，库

毕慎女士（Margaret Culbertson）和卡马

龙女士（Donaldina Cameron）是其中的

代表，她们主动承担起“拯救”华人妇

女的任务，包括违背自身意愿被卖为娼

的女性，也包括自由从事性行业的女性

。据说，库毕慎前后“救助”了三千名

华人女性，让她们住在自己的寄宿公寓

里，在她的指导下改造自新。卡马龙则

把妓女们送到加州北部的水果种植园中

工作，她与这些种植园主有提供劳动力

的长期协议。芭芭拉· 柏格伦（Barbara

Berglund）在2007年的《旧金山的美国化

》（Making San Francisco American）

一书中提出，这些传教士妇女在意识形

态上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妇女禁酒运动

（Temperance Movement）结合，认为卖

淫不是“可以容忍的必要之恶”，而是

“需要根除的社会丑恶现象”。

“许多白人妇女，也许包括卡马龙

本人的动机都是道德优越感。”成露茜

写道，“她们越将华人女性看作无助、

软弱、堕落、被侵害的对象，传教热情

就越是高涨。拯救中国奴隶女孩似乎成

了‘白人妇女的负担’。”华人女性开

始被视作需要拯救的受害者，这种思想

也无可阻挡的传播开来。

与此同时，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措

施不仅被写入地方和州级法律，而且在联

邦一级得到立法。获得通过的第一项反性

交易联邦法案是1870年的“禁止因犯罪或

败坏风纪之目的绑架和输入蒙古、中国和

日本女性法案”（Act to Prevent the

Kidnapping and Importation of Mongo-

lian, Chinese, and Japanese Females

for Criminal or Demoralizing Purposes）

。根据1869至1870年的加州法规，将亚

裔妇女带往美国是非法的，除非有证据证

明她“行为端正，品格良好”。内战后的

经济萧条和1873年的股市恐慌加剧了对华

裔群体的敌意，华裔劳工被指责为抢走了

美国白人的工作。

基于1870年法案的《佩奇法案》

（Page Act）在1875年得到通过，旨在

“消除廉价中国劳动力和不道德的中国

妇女带来的威胁”。法案名义上声称将

会识别品行可疑的妇女并禁止她们移民

，事实上却禁止了所有华人女性进入美

国。在香港，自封为该法案首席执行者

的贝礼领事（Consul David Bailey）开

始向潜在的中国移民收取10至15美元的

贿赂，审讯问题包括“你是良家妇女吗

？”1876年至1882年间，进入美国的华

人女性人数比往年减少了68%。通过禁

止华人女性移民，《佩奇法案》限制了

华人男性将家人接到美国团聚或在本地

建立家庭的机会，实际上变相鼓励了它

试图打击的娼妓业。

少数在1870年代末和1880年代初设

法到达美国的华人女性会发现，比起白

人女性，她们在这里的地位低人一等，

却又被视为有异国风情的东方人。阿彩

等人利用这一点谋利，更多人则默默忍

受。女性的自由，尤其是性自由，一直

以来是造成社会焦虑的原因。而中国人

的婚姻制度，譬如纳妾的做法，被视为

对所谓美国价值观的威胁。对于全部是

男性的华人矿工来说，限制华人女性移

民意味着他们无法组建家庭，无法建立

社区纽带，只能作为外来工，生活在任

何雇主需要他们做工的地方。

《佩奇法案》出台时，传奇的阿彩

已退出公众视野，从并于1868年移居圣

何塞。三年后的1871年，她嫁给了一个

名为One Ho的男子。关于她的晚年知之

甚少：据报道，她的丈夫于1909年去世

，此后，她开始卖蛤蜊为生，1928年在

她百岁生日前三个月在圣何塞去世。

事实证明，《佩奇法案》只是1882

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的先导，后者则是美国第一部针对特定

种族进行惩治，并正式确立非法移民概念

的立法，不仅禁止华人来美，还限制了身

在美国的华人生活，规定华裔居民如果离

开美国必须重新申请入境许可，禁止华裔

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家人亦不得访美探望

。1943年，中国成为美国的抗日盟友后，

这部法案才被废除。华人终于被允许入籍

为美国公民，与白人婚配，拥有土地，并

在唐人街以外的地区居住。

时至今日，已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

存在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伴随冠状病

毒疫情的仇外虐待和仇恨犯罪的激增清

楚地表明了这段丑陋的历史仍在持续。

阿彩的故事强调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始终伴随着美国的历史。阿彩做妓女和

鸨母时，海关官员、欺诈她的顾客、私

警治安队、白人妓院老板和白人基督教

传教士妇女一直试图剥夺她的自由，而

她拒绝让他们得逞。在她的拒绝中，我

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革命精神，这种精神

直指美国的本质：这是一个将压迫写入

法律的国家，要在这里获得权利和自由

，只能通过无休止的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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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麗常遠爆笑跨年
精分演技古裝首秀

馬麗、常遠領銜主演的年度爆笑大片

《李茂換太子》定檔賀歲，一笑跨年。今

日發布的“哈哈笑”版定檔海報曝光豪華

主演陣容，馬麗、常遠、艾倫、魏翔等群

星首曝古裝扮相，集體魔性大笑令人上頭

。觀眾不禁被這波超大份的快樂感染，同

時也更加期待這出跨年好戲！

同步釋出的“笑重影”版定檔預告

讓人們率先領略到“李茂”的搞笑實力

，常遠一人分飾兩角，挑戰自己和自己

對戲，精分式表演驚艷全場，全程在膽

小卑微的捕快李茂和自信高貴的皇族太

子之間切換自如！馬麗飾演李茂妻子楊

家珍，當長相一模一樣的李茂和太子同

時出現時，日夜相伴的妻子也不禁犯了

迷糊，直呼“看重影了”，撞臉高能名

場面就此爆笑誕生，觀眾笑稱“不愧是

馬麗常遠，有那味了”！

交換人生變種活法
跨年狂歡“換”然一新

影片講述了富家女楊家珍與小捕快李茂

成婚，雖夫妻恩愛，但始終得不到家珍父母

的認可。李茂意外發現自己竟與當朝太子相

貌相同，一個想進宮獲得晉升，一個想出宮

獲得自由，二人交換身份，卻不知正一步步

卷入尚書的陰謀裏的故事。兩個長相相同的

人，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在倆人一頓密謀

之後，竟決定互換人生，開啟全新生活，期

間各種啼笑皆非的好戲也輪番上演。到底是

太子錦衣玉食的皇家人生好，還是李茂粗茶

淡飯的普通人生妙，屆時影片中一探究竟！

相約2021年12月31日，“1個馬麗+2個常遠

”陪你驚喜跨年，“非常美麗”王炸組合爆

笑出擊，帶你開啟“換”然一新的2022！

影片由新麗傳媒集團有限公司、非洋娛

樂傳媒(北京)有限公司、騰訊影業文化傳播有

限公司、天津閱文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

合出品，將於2021年12月31日全國公映。

馬麗常遠新片《李茂換太子》定檔跨年

“非常美麗”CP爆笑賀歲

由馬麗、常遠、艾倫、魏翔、王成思、杜曉宇、陳
冰、馮秦川、李海銀、克拉拉、劉冠麟等主演，高可執
導並編劇的爆笑喜劇電影《李茂換太子》宣布正式定檔
2021年12月31日，同時發布“笑重影”版定檔預告及
“哈哈笑”版定檔海報。此番馬麗常遠首組“非常美麗
”全新CP，精分式演技解鎖“交換人生”新活法，為觀
眾奉上一道速笑解壓的賀歲大餐。

《我和我的父輩》之《乘風》發布預告及群像海報

，正式官宣由吳京、吳磊、張天愛、李光潔、余皚磊、

魏晨、白那日蘇、江水、逯長恩、張恒瑞、阿楠主演的

演員陣容。吳京此次再導戰爭題材，聚焦抗日英雄馬仁

興的驍勇事跡，他將與吳磊演繹一對上陣殺敵的騎兵父

子。吳京首次挑戰氣勢磅礴的馬戰戲，還原騎兵作戰時

千軍萬馬陣前沖鋒的宏大場面，在國產電影中實屬罕見

，高燃場面將抗日戰士一腔熱血的報國情懷勾勒在大銀

幕之上。

影片取材於抗日戰爭時期一支戰功卓著的鐵騎隊伍

——冀中騎兵團，他們為保護群眾撤離，拼死抵抗日軍

，電影描繪了一組騎兵團與冀中人民共同抗擊日寇侵略

的軍民群像。

吳京再導戰爭題材
與吳磊演繹抗戰騎兵父子

《我和我的父輩》之《乘風》的故事背景發生在

1942年五一反“掃蕩”期間，吳京、吳磊上陣父子兵，

兩人分別飾演冀中騎兵團團長馬仁興及通訊員馬乘風。

預告以老照片的形式開場，將觀眾帶回到1942年，從

馬乘風的通訊電報中得知，騎兵團因叛徒投敵，陷入了

位置暴露的危險當中。為了掩護冀中區機關並且安全轉

移留在村子裏的老幼婦孺，騎兵團以一敵百，在懸殊的

火力下拼死沖殺、牽製敵人的進攻，硬是以傳統的騎兵

戰術生生撕開了一道缺口。

此次吳京再度自導自演，依舊選擇了他最擅長的戰

爭題材，拍攝抗日戰爭的故事。吳京耗費大量精力查閱

史料最終尋找到了他的主角——一對見證大時代的普通

父子——革命英雄馬仁興和馬乘風。馬仁興在抗戰時期

曾率領冀中騎兵團為抵禦日寇侵略做出過卓越貢獻，他

的長子馬乘風亦在抗日戰場上沖鋒陷陣。1947年馬仁興

在四平攻堅戰中不幸犧牲，為了紀念他，四平市政府將

最繁華的四道街(原共榮大街)命名為“仁興街”。

高燃場面熱血呈現
吳京拍“戰馬”再現神勇騎兵團

為了給觀眾呈現最酣暢淋漓的戰爭場面，吳京用極

為真實、震撼的手法拍攝了大量馬戲。電影拍攝中最難

的當屬動物戲份，吳京說：“馬是有靈性的，演員們每

天會自己買一袋胡蘿蔔餵自己的馬，與他們培養感情”

。除了與馬熟悉，許多有經驗的演員也從頭學起，進行

大量騎馬訓練。經過一番“魔鬼訓練”，參與拍攝的演

員們都學會了舉刀沖鋒、不拉韁繩騎馬等高難度動作。

拍攝過程中，演員們也全情投入、拼盡全力，有60多

位演員從馬上摔下來，一邊拍戲一邊上藥成為了劇組常

態。高難度馬戲也對劇組安全保障提出了高要求，吳京

再三強調，人和馬都要保證安全。為此，置景組將地面

做了特殊處理，保證摔馬戲中的地面是棉花觸感，必要

鏡頭也選擇假馬代替。劇組救護車更是全天24小時待

命，吳京作為導演也總在鏡頭拍完後第一時間確認人和

馬都安全。

除了拍馬戲難，劇組在拍攝途中遇上強降雨，讓拍攝

進度一拖再拖，挖好的戰壕被山洪淹沒，一度讓劇組被迫

停工。盡管遭遇諸多困難，但“用最真誠的態度和責任感

把電影拍好”還是成為了大家的共識，正如吳京所說：

“這是中國電影人的態度”。克服重重困難，是電影人用

真誠向父母一輩致敬的誠意。劇組最終用高燃的沖鋒場景

完成了騎兵戰士殺敵時一馬當先萬夫不當的熱血氣概，將

冀中騎兵團英勇抗敵的宏大場面完美呈現。

歷史上騎兵團血染冀中的戎馬精神一直長存在冀

中百姓心中，吳京用團長馬仁興和馬乘風這對父子的

故事，傳承著父輩們不怕犧牲沖鋒陷陣的精神，也展

現了英雄們投身戰場的血性背後，亦藏著守護小家的

鐵骨柔情。

電影《我和我的父輩》由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出

品，由吳京、章子怡、徐崢、沈騰執導，將於10月1日

正式上映。

《我和我的父輩》之《乘風》
吳京挑戰高難度馬戲

由潘粵明主演的《雲南蟲谷》正在騰

訊視頻熱播，截至目前播放量已突破5億，

該劇憑借高度還原的場景製作與硬核刺激

的探險場面引爆全網。劇中潘粵明飾演的

“摸金校尉”胡八一有勇有謀、沈穩中又

帶了些詼諧與痞氣。播出至今，話題“潘

粵明沈浸式窒息”、“胡八一王胖子濕身

戲太見外了”等話題在社交平臺引發網友

熱議。

劇中的“鐵三角”組合探險之余最大

的快樂莫過於“互懟”，風趣幽默的語言

表達更是將劇情升溫，讓觀眾在緊張之余

也能感受到“鐵三角”樂觀、豁達的人生

態度。最新的劇情中，

“鐵三角”組合面對盤

根交錯的危機和蟄伏蓄

勢的毒蟲，驚險連連，

激戰不斷。而王胖子意

外中蠱，胡八一強力營

救，再一次展現出“鐵

三角”智勇擔當的魄力

，彈幕紛紛表示“胡八

一真的很可靠~”、“還

是那個熟悉的胡八一~”

。

自開播以來，潘粵明

飾演的胡八一就備受網友

關註，無論是與蟲谷內異獸的打鬥戲，還是與

村民鬥智鬥勇時展現的微表情，潘粵明都展現

了精彩的業務能力。在近期更新的劇情中，潘

粵明更使出了沈浸式表演，在演繹被繩索勒住

脖子、被石像手掐住脖子時，潘粵明表現出的

窒息感代入力極強。在播出當晚，話題“潘粵

明沈浸式窒息”在社交平臺引發高度討論，網

友評論稱：“看潘粵明這段表演，和他一起喘

不上氣。”、“被繩子勒住時候的窒息感太到

位了，潘粵明細節的處理好強！”。

《雲南蟲谷》正在騰訊視頻獨家熱播

，驚險刺激的探秘之旅還在繼續，期待

“鐵三角”組合接下來的精彩冒險。

潘粵明《雲南蟲谷》高話題領跑
角色反差萌引關註

由人氣演員林更新主演的《我的砍價女王》在東方

衛視及全網熱播中，開播五日，該劇在多個大眾向維度

逐漸走高，繼續破圈輸出，引發觀眾熱議。

昨日更新的劇情中，林更新飾演的盛哲寧為了解打探韓

潮這一棘手的客戶，臨時起意決定與夏淺假扮情侶。兩個人

雖是歡喜冤家，但默契十足。雖是互懟式相處，但兩人的感

情也在不斷摩擦中逐漸升溫。盛哲寧幫助夏淺應付夏母的催

婚：夏淺臨時起意對媽媽謊稱盛哲寧正在追求她，但遭夏母

質疑。雖未提前計劃，但盛哲寧應答依舊從容，逢場作戲也

講的非常甜蜜，盛哲寧對夏母說出的 “她雖然不完美但就是值得愛，誰也無法替代”的發言，情

真意切，引得無數觀眾為其心動，並在社交媒體上紛紛留言，盛哲寧這個總裁有點甜啊。

《我的砍價女王》精彩劇情持續輸出中，盛哲寧和夏淺的感情在兩度假扮情侶後再度升

溫，兩人也漸漸更加了解彼此，夏淺夢中的盛哲寧甚至已經表白求婚。後續盛哲寧究竟會因

何發覺自己對夏淺的感情？林更新還會帶來什麽樣的精彩演繹？請持續關註林更新主演的

《我的砍價女王》。

林更新《我的砍價女王》熱播
盛哲寧版總裁引人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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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地产  住宅专案  

只要⼀万⼀就能在休斯顿亚洲城开店!

位于休斯顿全新的AMA Kitchen 美⻝厨坊是⼀个创新的餐馆平台，融合了云端厨房(
Ghost Kitchen/Cloud Kitchen )与美⻝⼴场( Food Hall ), 结合点餐系统与⾏销策略，
仅仅只要$11,000的开店成本，可让既有的商家在德州轻松展店，让想开创⽣意的⼈
低⻔槛跨⼊⾏业！

统合⾏销和分享全新的⽣意模式，AMA Kitchen美⻝厨坊，以同样的⽣意量计，不仅能
让开店运营成本降低了47%，还有机会增加52%左右的获利，即刻加⼊AMA Kitchen，
⼀同共创双赢的商圈新模式！

AMA Kitchen 所在的凯蒂亚洲城(Katy Asian Town) 以 Hmart 为⾸，
紧邻美国⽼牌百货公司-JCPenny及许多知名的连锁企业密集于此
地，⼜邻近休斯顿两⼤主要⼤学学区，预计将有⼀万七千多的师⽣居

住，拥有东西交融的特⾊，能够吸引更多不同的客群；⽣活机能绝佳

的凯蒂亚洲城，距休斯顿仅25分钟的⻋程，便利的交通也是⼀⼤优
点，位于两⼤主要⾼速公路交界处，每⽇拥有超过32万辆的⻋流量。
有着辽阔腹地且多样性的店铺、两⼤⼤学学区、每⽇⾼⻋流量，掌握

「⼈潮即是钱朝」，⼈潮与⻋流的凝聚，就是绝佳的开业⾸选之地。

凯蒂亚洲城商圈(Katy Asian Town & Marketplace) 是休斯顿的新兴地标，不仅有美
国连锁的知名餐厅，电影院CineMark，橄篮球星Cdrew Brees加持的运动酒吧Walk-
On's Sports Bistreaux，知名赛⻋⼿MARIO ANDRETTI的⼤型室内卡丁⻋游乐场
Andretti Karting and Games，以及⾼尔夫名将Tiger Woods所经营的迷你⾼尔夫
POPSTROKE，皆汇聚于凯蒂亚洲城，能为您的店⾯带来⾃然⼈流及消费⼒，蕴涵的
商机潜⼒蓄势待发。

⾼州税，⾼房价，⾼开店成本，让东西岸的同胞们，看到德

州的商业潜⼒！免州税、低房价、低开店成本，让更多⼈涌

⼊德州寻找商机。不过搬家如拔根，更何况是经营⽣意，该

如何选择、如何跟上现在的市场变化呢？联⽲地产帮您布

局，带您轻松驻点德州的时尚⽣活圈－凯蒂亚洲城！

轻松插旗凯蒂亚洲城− AMA KITCHEN 降低您的开店⻛险

疫情后新思维，开店新⽅向！

联⽲带你奔向德州！免州税、低房价、低开店成本

知名连锁企业凝聚地−休斯顿凯蒂亚洲城

不只有知名连锁企业，多位运动明星也进驻！

A M A  K I T C H E N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亞商會商務會議亞商會商務會議、、貿易論壇貿易論壇
20212021世博會暨十獎頒獎儀式世博會暨十獎頒獎儀式

市府代表市府代表ChristopherChristopher
OlsonOlson 介紹市府商業介紹市府商業
發展計劃及重點發展計劃及重點

午餐演講會現場及貴賓席盛況午餐演講會現場及貴賓席盛況。。
Bank of AmericaBank of America 高級投資顧問高級投資顧問
Ning KangNing Kang 在大會上演講在大會上演講。。 亞商會商展會現場亞商會商展會現場。。

休士頓旅遊局亞太區代表姚崇義休士頓旅遊局亞太區代表姚崇義、、何真夫婦何真夫婦（（左二左二、、左一左一））與休與休
士頓旅遊局資深副局長士頓旅遊局資深副局長Jorge FranzJorge Franz （（右二右二 ））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休士頓旅遊局資深副局休士頓旅遊局資深副局
長長Jorge FranzJorge Franz 致詞致詞，，
介紹休市旅遊景點介紹休市旅遊景點。。

亞商會會長俞斌在大亞商會會長俞斌在大
會上致詞會上致詞。。

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右右 ））頒發祝賀頒發祝賀
文告文告，，由亞商會會長俞斌由亞商會會長俞斌（（左左））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左左66 ））出席午餐會並與各商界代表合影出席午餐會並與各商界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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