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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嘉怡 | 空姐 |女 |31岁 | 上海

我们公司国际航班、国内航班都有

，其中国际航线主要承接运货和包机业

务。

这类业务大多当天往返、不过夜，

因此我们公司的空乘没有驻外津贴，飞

行时间就是国际空乘的主要收入来源。

到手的收入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多。

空乘都是“小时工”，每小时100元，

多劳多得，不劳不得。

比如去年我飞巴黎、纽约、多伦多

等欧美城市，平均每个月要飞2-3趟美

国，单程飞行时间13小时左右，往返

能有个2600元收入，之前收入还算稳定

。

去年妈妈查出直肠癌，让我的生活

和工作都陷入僵局。

我们家是单亲家庭，我又是个独生

女。为了照顾妈妈，我不得不跟领导申

请多飞一些国内航班，减少收入更高的

国际航班班次。

我本以为，省一点花，能多匀一点

时间陪家人也是值得的。但今年疫情一

来，不仅影响了整个航空公司的收入，

对我家更是毁灭性打击。

最开始公司国际航线减少，按规定

每个目的地国、每个航空公司每周只能

飞一班。

如果去了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回

来还需要隔离7-14天不等。我需要长时

间陪伴在妈妈身边，自然是放弃了国际

航班这种高风险的班次。

紧接着，二月份，国内航线也宣布

关停，我的排班量无限趋近于零。

那个月我只飞了3次，总共不到10

小时的飞行时间，除了这一千多元的绩

效和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底薪，我几乎

没有别的收入。

即便是到6月份，航班班次也没有

恢复到以往的数量。从2到6月，我一

共飞了30个小时，甚至比不上之前一

个月的飞行时长。

收入急剧下滑让我很焦虑。妈妈每

次去医院打针，来回路费都需要200元

左右。

此外，化疗后她身体虚弱，还需要

食补，多吃一些黄鳝、牛肉、海参等高

蛋白食物，再加上手术费用，我工作几

年的积蓄也所剩无几。

为了省钱，我甚至动过飞国际航班

、回来隔离的心思。当时上海出台“入

境机组人员全部要隔离”的政策，我一

听隔离期间不仅包吃住、计算工时、还

另外150元补贴，特别心动。

但我最后还是没去，我妈一个人在

家，我要隔离了就没人能照顾她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过

得“行尸走肉”：

一方面，我们航空公司没有裁员、

没有破产，只保证每个人的底薪，对于

我来说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五险一金都挂靠在公司

，我也不敢在现在随意出去找工作，怕

一旦情况稳定了，我再想做空乘也回不

来了。

为了多挣钱，我只好在咖啡馆找了

一份兼职做，每小时22元。

我不觉得有太大的落差，在咖啡馆

传递饮料和在机舱里分发食物，干的都

是同样的事，能赚钱就行。

说实话，每天吃老本的日子实在是

太可怕了，要是再这样下去，我可能都

要卖房了。

现在我觉得家人健康、有工作挣钱

，就是最大的幸福。

小雪 | 空姐 |女 | 28岁 | 成都

湖北刚解禁的那会，客舱里多了很

多湖北籍的旅客，我也变得焦虑起来。

一是老觉得湖北是“疫区”，担心

他们接触过患者，是无症状感染者，携

带病毒。

所以每天我都会按照公司的规定，

带好口罩、手套，甚至还会自己偷偷多

带一层手套。

另一方面是，我们公司内部要求执

行的一些措施，加剧了我对这部分旅客

的恐慌。

公司当时要求，我们需要在湖北籍

的乘客落座后，到他们座位前大声询问

：“请问你是湖北人吗？过去30天你

去过户籍所在地吗？”

这也是为了保证其他旅客的知情权

，但被询问的湖北的旅客多数会显得很

拘谨，有的会生气；说跟审问犯人一样

。

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和公司都

有点小题大做，这些措施加重了他们刚

被解封还未抚平的伤痛。每当他们到为

难、甚至露出本不该有的愧疚时，我内

心其实比较自责。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湖北乘客，是一

个年轻的武汉姑娘。在我循例“盘问”

完她之后，坐她旁边的小伙子立马紧张

地说，“我要升舱。”

同事看这边有情况，就过来跟他解

释，飞行时长只有两个多小时，升舱要

补780元，并不是很划算，是否确定升

舱？

这时，小伙子很不客气地提着行李

直接站起来，大声质问：

“你们到底有没有空位？我要升舱

！”说完就直接往商务舱的方向快速走

去。

这时候小姑娘已经低下头不吭声了

。但乘务长还是要求我再去找她核实一

遍，到底是从武汉还是从其他湖北城市

来的，到底有没有健康证明。

小姑娘眼眶已经红了，特别小声地

说，“我是湖北其他城市来的，有健康

证明，我们那儿已经很多天没有新增了

，真的很安全”。

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但

面儿上还是按要求嘱咐她，下飞机后还

要跟地面报备，主动说明自己是从湖北

来的。

飞行全程我就比较留意这个姑娘。

在发餐的环节，这个小姑娘也是等别人

都吃完、带上口罩，然后她才摘下了口

罩吃饭。

下飞机时，她还特定找到我，特别

坚定地跟我说：“我们湖北人挺安全的

。我在武汉也呆过几年，那是一座很好

的城市，别歧视我们了”。

杨华亮 | 机票代理公司员工 男 | 26

岁 | 成都

我在一家机票服务企业工作，俗称

机票代理人，主要工作是帮航空公司销

售机票。

我们没有底薪，每个月收入按实际

出票量计算，也就是说客户如果退票、

改期都会影响到收入。

2013年我 20岁左右入行，当时每

个月收入能达到6000元左右。在同龄人

眼里这是算比较高的工资。

干到2017年，我攒了些钱，邀请朋

友合伙一起开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合伙人

机票代理公司。

那时候做这一行的门槛不高，启

动资金只需要几十万元。大概半年时

间，摊到我个人的利润就达到 30 多

万。

当时是我过的最风光的日子，买车

、合伙开餐馆。我是几个朋友里最早买

车的人，当时我不到25岁，家里没出

一分钱全靠自己买的车。

但好久不长，公司出了一些内部矛

盾，导致很快分崩离析。那段时间我甚

至背了债，为了还钱我把车也给卖了。

这次创业失败给我的打击不小，短

时间内我也不想自己单干了，于是又回

到老本行，继续找了个机票代理公司上

班，年收入十几万左右。

本想今年东山再起，再试试自己做

这门生意，没想到一场疫情搅和了一切

。

首先是近几年航空公司普遍想脱离

代理公司，自己销售机票。这导致代理

公司所能分到的代理费越来越少，很多

连代理资质也拿不下来了。

疫情爆发后，先倒下的就是这批小

型代理公司，90%都破产或者转型。

接着就是我们这些在代理公司上班

的人，年终奖没着落了，连未来公司能

不能继续给我开工资都不好说。

我们公司裁员三分之一，负责旅游

票务的部门直接解散。在今年6月之前

，公司采用轮休制，干半个月、休半个

月。

此外，我们代理的一个航空公司濒

临破产，压了一亿的票款没有结算。

这几天我算了算，过完年复工到现

在，我所有的收入加起来只有5000块。

林晴 | 空少 男 | 24岁 | 厦门

我做空乘已经四年了，主要飞成都

到拉萨。

以往我每个月差不多要飞70到 80

个小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个月只

飞一班，月飞行时骤减到10小时不到

。

这几个月国内疫情有所缓解，月飞

行时常恢复到30个小时左右。但不同

的同事差异很大，有的同事每周都有机

会飞，有的同事可能半个月才能被排一

次航班。

大家都以为做空乘收入高又稳定，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次出行的航班

采用随机排班制，每次飞哪里、和哪个

同事一起飞、每个月飞多长时间并不由

空乘自己说了算。

也许你们会说，那这样怎么保证收

入？

以往我们收入还算稳定，之前每班

飞机几乎都是经济舱满员的状态，商务

舱偶有空位。但疫情后，情况反过来了

，坐商务舱的人比经济舱的人多。

大家都觉得疫情期间，商务舱人会

少一些，空间也宽敞，会更安全一些。

疫情给我所在的航空公司带来不小

的影响。有几个月所有航班都停了，飞

机都只能留在机场“落灰”。

空乘的收入结构是由底薪+飞行时

薪的，没有航班可飞让我们的收入只剩

下底薪。况且我们的底薪不高，也就

2000-3000左右，扣除五险一金后没剩

下多少。

有的同事五险一金缴纳标准高，碰

上这个情况甚至每个月要倒贴个几百上

千。

鉴于眼下疫情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考虑到有些空乘收入骤减后存在生存问

题，公司也给了三个选择方案：自动离

职、停薪留职、或者留职并保留底薪的

政策，保证最低的成本消耗。

留职的人在这段时间内的公司培训

、和各类会议都还是需要准时参加。

现在也不知道公司航班到底什么时

候可以彻底恢复，留岗的人都还没接到

复飞通知。最近从我们微信群里的讨论

来看，停薪留职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收入骤减后，我的同事都干起了副

业，微商卖点化妆品、小龙虾，也有人

投资了小店。

不过那些做副业的同事似乎也没赚

多少钱，甚至比不上以前正常工作时的

收入。

为了减少支出，我搬出了机场附近

租住的房子回老家靠存款度日。每天都

是煎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唐小飞 | 女 | 20岁 | 机场值机人员

我是去年八月来机场工作的，负责

旅客进港值机和出港的业务。

最开始我负责的是国际航班。今年

2月疫情爆发，国际航班关停，我就被

调往做国内航班业务。

我也没想过，在机场工作第一年就

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个月前还是熙熙攘

攘的机场大厅，一场疫情就让大厅空空

荡荡。

要知道以前我常需要做红眼航班的值

机，今年以后我就没在夜里去过机场。

因为我们的上班的时间是根据航班

量而定，之前航班多我们就很忙、也常

需要熬夜加班。

以往我的工作地点大部分在机场

大厅，疫情后航班少了，我们的培训

考试反而增加了不少，因此还是需要

上班的。

5月后国内疫情有所缓解，国内

部分开始接受航班，但这些航班大

多也是飞往正常开放旅游的城市，

平均每个航班的旅客也不多，就几

十个。

旅客登机之前，我们都会先在登机

口消毒，旅客上机前需要出示健康二维

码，正常才会允许登机。

没想到情况刚有好转，北京新发地

又爆发疫情。现在出北京的旅客我们会

检查健康宝、核酸检测结果、去往目的

地的健康二维码，如果一切符合要求才

会允许登机。

从过年开始，看着乘机的人慢慢变

少、航班停飞，再到后来航班恢复、现

在又紧急叫停，这起起伏伏的过程让人

太惆怅了。

只希望，这一切早点过去。

月收入1000元、在咖啡馆兼职、商务舱比经济舱拥挤

空姐迷失空姐迷失20202020
在大多数人眼中，空姐、空少

是个充满光环的职业：颜值高、身

材好、收入稳定、总能出国。

但实际上，空乘人员的工资并

不如大家想得丰厚。他们把自己称

做“小时工”，收入按底薪+飞行时

间计算。

今年整个航空行业遭遇新冠

“黑天鹅”，航班数量骤减、甚至

暂停，部分中小型航空公司、机票

代理公司都受到严重影响。

他们之中有收入下滑到每月1000

元、见到湖北籍乘客就紧张万分的空

姐、停薪留职的空少、还有不知道明

天还能不能上班的机票代理商、以及

国际机场地面值机人员。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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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学、大学课堂，老师是

课堂的焦点，他们在讲台上滔滔不绝

的讲课，学生在台下默默的听课。现

如今，很多学生都希望去美国学习，

那么，了解美国的教育方式以及课堂

氛围非常重要。

在美国，教授的授课方式有两种：演

讲（Lecture）和研讨(Seminar)。但是无

论是这两种授课方式中的哪一种，都

与中国授课方式大不同。那么，要先

了解美国的课堂上课方式，必须要先

了解美国大学的课堂文化。

课程纲要

或许对中国学生来说很陌生，但

是它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每一门课都会有一份课程

纲要Syllabus，在正式上课之前，学生

就会得到这份课程纲要。最重要的是

，学生必须要学会研究这份资料，上

面有教授的信息，联系方式，以及他

可以预约的时间，必须要的课本，选

读的课本，并且还有每节课的预习内

容，上课内容，计分方式，各类作业

，完成作业的方式以及提交due的时间

。每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也被称为

“Syllabus Week”。当学生研读了每份

Syllabus之后，他们就大致了解了要怎

么上这门课，要准备什么资料，作业

内容，作业什么时间做，怎么做之类

的。学生可以根据这份Syllabus来决定

是否要继续选择这门课或者这位教授

。

课堂积极性

不像中国课堂的死气沉沉，美国

学校的课堂都是鼓励学生踊跃发言的

。当教授在讲课的时候，学生可以随

时打断他的讲话，并且分享提出自己

的观点，或者是对自己不明白的内容

提出疑问。这个是跟咱们从小受到的

教育完全不同，咱们从小就被教导别

人讲话的时候不能随意打断，要等到

别人讲完之后，才应该说话。

美国是一个自由自主的国家，同

时他们认为两个成年人之间是平等的

，没有所谓的上下级之分。而且，作

为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踊跃发言，可以

给教授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表明你

对于今天所学习的内容是预习了的，

同时也表明你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学

生。同时，教授认为作为学生你为这

节课买单了，你就有权利在任何时候

通过他来得到你应该知道的答案。虽

然可以随时提出疑问，和分享观点，

甚至可以直接称教授的名字，但是绝

不意味着美国课堂是随意，没有规矩

的。上课不能迟到，听课不开小差，

不能玩手机，不私下进行交流，这些

基本的事情是展示一个学生对于老师

以及其他同学的尊重。

考试方式大不同

考试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才

不会用Exam成绩去衡量一个学生，想

想也是，因为除了Exam,我们还有quiz

，test, essay, paper, assignment, individ-

ual project, group project, presentation,

lab report, attendance, participation…….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能够全面的提高一

个学生的能力。而在这些考试形式之

中，Teamwork应该是美国课堂之中的

“老大哥”。

美国教育不仅仅是需要一个有足

够学习能力的学生，而是希望培养一

个具有学习能力 以及领导能力的学生

，Teamwork就可以很好的展现一个学

生的能力。在美国大学课堂上，总会

有几个作业是通过小组来完成的。有

些甚至在开学第一节课就分好了小组

，然后这一个学期就是固定的小组成

员来完成几个不同的项目。小组成员

课上或者课后进行讨论，分工协作，

最后汇总成果。当一个项目完成了之

后，小组成员都需要在台上做presenta-

tion，向教授以及学生展示你们讨论的

结果，同时台下的学生以及教授会提

出他们的问题。这一项的比重占Final

Grade很大一部分，有的甚至直接能决

定你是否通过了这门课，因为很多课

程是不设有课堂考试的，Teamwork以

及presentation就是这门课的Final。同时

这项作业是没有对与错之分的，最主

要的目的就是教授希望看到小组成员

是如何展示自己的学术能力以及合作

能力。同时，学生可以与教授预约，

在与教授的课下见面讨论中，让教授

记住你，如果学生能够利用好这段时

间，向教授展示自己的学习态度也是

非常不错的选择。

考试分数

算分方式也不同。不像咱们国内

的学校，不管什么时段，都是根据各

科课堂考试成绩来决定你的成绩。有

些中国学生在中国的成绩不理想，但

是却能在美国拿到A的成绩。美国考

试方法有那么多，所以算分方式当然

也不会那么死板了。一般在Syllabus上

会标明每一门课成绩组成的部分以及

所占最后分数的比例，一般包括

Class Partic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

tion, Quiz 等 ， 而 ClassParticipation,

Project and Presentation,这两项是占比

最多的，有的时候这两项的总和会超

过总分的50%。而这两项对于中国学

生来说都是软肋，所以中国学生需要

在进入美国课堂的时候做好心理准备

，加强这两个方面的锻炼。

学术诚信

对于学术诚信的要求是非常严格

的。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份 Syllabus

的最后都会指明不能抄袭，需要学

术诚信。不论是在哪个阶段的学习

，诚信在美国的教育 领域都是最重

要的，学生可以没有拿到好的成绩

，但是绝对不可以有抄袭作弊的行

为。抄袭，作弊在美国人眼中就是

学术犯罪，严重的话可以开除学籍

。因为还是那句话，学校希望每一

个学生的答案以及提交的 paper 能够

反映他的个人理解，并无对错之分

。这个也是跟中国的课堂不太一样

，学生抄袭了，作弊了，只是简单的

处罚一下，并没有非常严厉措施。而

在美国，学生写 paper 的时候，做

PowerPoint 的时候，在最后都需要标

出引用的出处，包括作者，出版时间

，文章、书籍名字，网址等等比较详

细的信息。这样的话就是表明学生是

用其他人的观点为他自己的观点来做

支撑。所以中国学生必须要在了解这

项规则之后才能开始学习。

对一个中国学生来说，美国课堂

是陌生而又有趣的，只要有足够的信

心和积极的态度来适应美国课堂的文

化，就能收获很多。

中美教育比较

美国强调“育人”
中国强调“育分”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关执

法局6日发布通告说，2020年秋季学期

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取得赴

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签证新规一经

公布就引发多方批评，被指“残酷且毫

无必要”，是通过向学生施压迫使学校

当局尽早重开校园。美国哈佛大学和麻

省理工学院8日提起联邦诉讼，以阻止

美国政府实施将令部分留学生面临被迫

离境风险的签证新规。

签证新规是对中美教育合作的又一

次打击。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和国

会频频对中美教育合作发难，导致两国

人员正常的留学、访学活动受到干扰。

中美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交往有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教育合作在推动中美友好交

往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国政府将教育

交流政治化害人害己，是逆潮流而动之

举。

近期美国政府和国会频频对中美教

育合作发难，导致两国人员的正常教育

交流、访学活动受到干扰。5月29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禁止与“中

国军民融合战略”有关的中国公民持学

生或访问学者签证进入美国的大学攻读

研究生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无独有偶

，来自阿肯色州的保守派参议员汤姆·

科顿提出禁止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科学

、技术、数学等专业。另据《华尔街日

报》报道，美政府预计将对允许国际生

以学生身份就业的选择性实习培训计划

（OPT）进行限制。美国多数高校对此

表示担忧，认为美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

中国人员来美学习交流，实际上会扩大

打击范围，将中国的顶尖科研人才拒之

门外，危害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

。

美国高等教育界人士表示，新冠肺

炎疫情、签证收紧以及毕业后在美就业

的不确定性已经让中国留美学生的处境

雪上加霜。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

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表示，美国

政府限制中国留学生签证和反移民立场

已经对来美留学的国际学生产生抑制作

用。但实际上美国大学的很多研究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

秀学生。当前美国大学面临财政困难，

失去国际生将是额外的沉重打击。据

《洛杉矶时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是

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最佳目的地。加州

多个高校担心美政府近日颁布限制中国

学生、学者来美深造的新规将使加州高

校失去优秀的科研人才。美国前助理国

务卿帮办、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

淑丽表示，“我确实担心，美国的政策

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有才华的中国学生

来美攻读研究生或从事研究，从美国科

技创新的角度来看，这将适得其反。”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谷歌公司前总

裁埃里克· 施密特表示，目前美国禁止

中国学生来美留学的立法努力可能会

“违背美国自身的利益”。这位现如今

担任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主席

、国会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

技术大亨近日在接受一家军事媒体采访

时表示，“美国很多顶级的研究生都是

在国外出生，而且通常都是中国人。”

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上

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王星星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当前中美教育合作遭遇“逆流”

，教育交流已被政治化。美政府限制中

国学生、学者的签证显示出近年来美国

对于中国崛起的不自信心态，将可能导

致众多中国优秀学生不再将美国作为留

学首选地，即便在美国未被驱逐的中国

留学生也将难以安心从事科研工作。王

星星指出，中美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交往

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两国政治关系

的起伏较大不同，过去40年来中美在教

育合作领域的波动性相对较小。教育合

作在推动中美友好交往中起到了积极作

用。王星星认为，中美教育合作的内生

动力强大，未来合作的潜力和空间仍然

巨大，并能继续为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

展发挥积极影响。王星星通过在美访学

以及在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经

历感受到，美国高校不同于政府，他们

对华交往合作的态度是相当开放的。最

近两年美国多个高校，包括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莱斯大学等学校的校长，纷纷

发声欢迎和支持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

际学生和学者。比如哈佛大学校长巴科

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以及信件中明确表

示对中国留学生的欢迎态度。王星星在

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保罗· 尼采高级国

际研究院的前同事就很愿意与中国学者

交流和讨论，愿意倾听中国的真实情况

。他们反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

限制，强调中美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

重要性，认为在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这种

对话与合作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王星星所言，哈佛大学校长巴

科6月2日致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

土安全部执行部长沃尔夫，敦促美国政

府重新考虑对国际学生、学者和专业人

员的非移民签证限制，特别是不应该对

选择性实习培训计划（OPT）和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国

际学生进行限制。巴科强烈建议美国政

府避免采取针对某些国家学生的强硬限

制措施，因为这有悖于美国的建国宗旨

和公开、包容的宪法精神，也将在科学

研究的关键领域把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割裂开。除了哈佛大学，美国其他高校

负责人也就美签证限制政策表达反对意

见。5月29日康奈尔大学副教务长沃尔

福德在代表该校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康

奈尔大学因为有优秀的中国学生、出色

的中国研究人员和热忱的中国校友而更

为强大。我们强烈主张在所有学科领域

继续为来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所有国

家和地区的康奈尔学生和研究人员发放

学生和学者签证，并继续发放毕业生临

时工作许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古特

曼6月23日在学校网站发表声明，为美

国政府针对某些国际学生和学者进入美

国的限制措施深感不安。声明说，来自

中国的学生学者总是被他人怀疑在美国

学习和研究的动机，但自1896年第一位

中国学生到校学习以来，中国学生、教

师和员工对该校世界领先的研究和教育

至关重要。宾大将竭尽所能继续欢迎来

自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学生学者。

中美教育界人士呼吁
国际教育交流不应该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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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據
《紐約時報》報道，被指控為欺詐罪
的 前 白 宮 戰 略 家 史 蒂 夫·班 農
（Steve Bannon）是在康涅狄格州外
的海灣、中國億萬富翁的價值2800
萬美元的遊艇上被捕。

據哈特福德·庫蘭特（Hartford
Courant）的報道，這艘150英尺的
巨型遊艇在康涅狄格州威斯布魯克附
近的長島海峽，當時特朗普總統的前
任戰略家被美國郵政服務監察員帶走
。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這艘名
為“ Lady May”的遊艇由中國最想
要引渡的的逃犯郭文貴擁有，他因欺

詐、勒索和賄賂罪名在北京被通緝。
2014年遊艇在4月的一則帖子中

列出要出售的內容，並以其豪華的設
施而自豪，例如主休息室中儲藏豐富
的酒吧台，白色大理石和漂白的橡木
內飾以及五個客艙。精心設計的遊艇
最高時速為19節（22 mph），巡航
速度為14節（16 mph），最多可容
納10位客人和8名船員。

班農因他從美國墨西哥邊境牆的
2500萬美元“我們建造隔離牆”籌

款活動中獲得的捐贈收入囊中而被捕
之後，該遊艇仍然留在位於威斯布魯
克的西海灘附近。

福克斯（Fox 61）記者在推特上
發布的一張照片，顯示似乎是在星期
三晚上，班農獨自站在豪華的遊艇上
。

根據起訴書，班農和共同被告人
布萊恩·科爾法奇（Brian Kolfage）
為“志願者組織”的在線捐款籌集了
資金，並告訴公眾，100％的捐款將
用於聯邦政府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牆
。班農和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周四上
午因其在線籌款活動被起訴。

檢察官說，當時，班農和巴多拉

托致力於創建非營利組織“我們建造
隔離牆”（ We Build the Wall Inc.）
。

檢察官聲稱，科爾法奇、班農、
安德魯·巴多拉托（Andrew Badolato
）和蒂莫西·謝伊（Timothy Shea）
自掏腰包，籌集了2500萬美元。起
訴書稱，班農通過非營利組織獲得了
超過100萬美元，然後他將其用於個
人支出和支付給科爾法奇。

檢察官說，班農和其他人利用這

家非營利組織和一家
空殼公司“通過使用
虛假發票”和虛假的
“供應商”來隱瞞對
科爾法奇的付款，以
及其他不明原因的付
款的方法。起訴書指
出，為了籌集資金，
科爾法奇和班農“反
複虛假”告訴公眾，
科爾法奇將“不分錢
”給捐助者作為補償
。

由於用於籌集資
金的眾籌平台“GoFundMe”擔心資
金的去向，它告訴科爾法奇確定合法
非營利組織的資金走向，或者將資金
退還給捐助者。

他們既定的目標已更改為在沒有
政府介入的情況下使用這筆錢捐款私
人建造隔離牆，過去的捐助者必須同
意該既定的目標。

這份長達24頁的起訴書稱，他
們告訴捐助者，這筆錢不會捐給科爾
法奇或董事會。

班農和其他被告各被控以共謀詐
騙電彙和共謀洗錢的罪名，每項罪名
的最高刑罰為監禁20年。

現年66歲的班農曾擔任特朗普
總統大選時的最高顧問，後來又擔任
白宮首席戰略家，他於2017年8月
被特朗普總統解僱。

美國總統特朗普聽到這些指控，
試圖與班農保持距離。特朗普對記者
說：“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很長一段
時間以來我一直沒有和他打交道。”
總統覺得他的前顧問因欺騙捐助者而
被捕 “非常不好”。總統說他 “根
本不了解這個項目”，但也說他 “不
喜歡”這個項目。

史蒂夫·班農在“我們建造隔離
牆”案中被起訴後不認罪，現在以
500萬美元保釋，等待法院的最後判
決。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

班農在郭文貴的價值2800萬美元
的遊艇上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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