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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自古华山一条道”。西岳

华山天下险绝，没有去过的人真的很难

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自然的神威。

面对如此鬼斧神工，在现代各种索

道和缆车的加持之下，普通游客爬一次

华山也要整整6个小时。

可是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生计

，一天要征服险绝的华山两次，不但如

此，在上山的路途中，还要背上一百多

斤的货物，用脚掌丈量华山的每一寸崎

岖坎坷。

就是这样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艰苦工

作，华山挑夫也没有大家想象中是种高

风险高回报的职业，他们能够拿到的报

酬确实仅仅勉强糊口。

可是华山挑夫们并没有因为辛苦和

劳累放弃这份艰难的工作，反而在暗自

庆幸着什么。

一，挑夫之苦

在华山上的挑夫，总是那么一群人

，没有新人的加入也很少有老人退出。

由于这份工作实在是太过于艰苦，

收入也是勉强温饱，几乎没有年轻人愿

意干。

可是华山之险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彻

底攻破，要想往山上大批量地运送物资

，只能靠人力肩扛手提，只能靠千百年

前唐朝道人开凿的小路上山。就算是这

么一条小路，背后也藏着不易。

如果有研究中国古代诗词的朋友可

能会注意到，唐朝之前几乎没有赞咏华

山的诗句。

那是因为华山在唐朝之前没有任何

道路直达山顶。不能身临其境，自然也

就难以讴歌咏志。

唐朝文化，政治，经济极大繁荣，

物质基础达到了一个顶峰，不甘心的人

们总想征服这座通天塔。

那时的道士们为了能在山上寻找一

个清修之地，通过风水勘察和实地考察

，确定了上山路线，沿着山顶下来的溪

水逆流而上，顺着溪谷在华山相对平缓

的北坡修筑了一条上山的小道。

有时候真的佩服古人的智慧和勇气

，这条小道自打通以来就成了山上与山

下唯一的出入口。唐宋元明清历代更迭

也没有开拓出来第二条上山路。

“自古华山一条道”也是根据此而

来。华山挑夫的故事也在这条道路上演

绎着。

华山挑夫虽说是个卖力气的伙计，

可是这群人最小的也有四十多，年纪最

大的有70。他们留下来的原因除了钱，

还看中了这份工作的稳定，从山下挑东

西到山上几乎是刚需，这群挑夫没有任

何被辞退的理由。

在这群挑夫中，最为出名的就数独

臂挑夫何天武。

1987年，何天武还只是一个普通的

农夫。身强力壮的他刚刚妻子结婚四年

，正是情意浓浓的时候。

无忧无虑的何天武过着老婆孩子热

炕头的生活，对于未来虽说没什么憧憬

，但也充满希望。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先天体质差，

再加上后天的劳作没有注意休息，何天

武的妻子积劳成疾病倒了。

心急如焚的何天武急忙把病重的妻

子送到医院，可是舟车劳顿十分辛苦，

何天武的妻子病情突然加重，被医院诊

断为风湿性心脏病。

这种病虽说不是什么致命的大病，

可是需要绝对的静养和一笔不少的手术

费用。

何天武看着陪伴自己五年的妻子挣

扎着的样子，心如刀绞。

他急急忙忙赶回家，取出家里所有

的积蓄，又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当他

以为这些钱足够为妻子治疗时，却被医

生无情告知，这些钱加起来也不够做手

术。

没有办法的何天武只好带着妻子和

借来的钱选择回家，采用药物治疗的方

式延续她的生命。

无情的病魔还是在两年之后夺走了

何天武的妻子。何天武看着两个尚且年

幼的孩子，一时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这个时候，何天武的弟弟找了上来

，劝何天武和他一起外出打工，把孩子

留给老人照顾。

这样能赚到比种地耕田更多的钱，

改善一下家里贫穷的生活条件。

何天武心动了，他和弟弟兜兜转转

，发现给钱最多的就是河南的一家私人

煤矿。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手续全无的

黑煤窑。

黑煤窑的工作虽然苦累了一些，但

是报酬还是十分可观的，对比其他出来

打工的老乡，何天武心里还是有几分欣

喜。

黑煤窑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家里

的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何天武和弟弟

商量着再攒下一些钱来，就回老家开

个小店。

就在二人描绘美好图景的时候，意

外发生了，传输煤炭的巨型齿轮机突然

失控，绞车上的钢索悉数崩断带着巨大

力量呼啸而至，将何天武的左臂带进了

滚轮之中。

虽然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何天武保住了

性命，可是左臂因为受伤太重被截肢了。

矿井发生事故之后，何天武无法在

黑煤窑继续工作了。虽说失去了一条手

臂卧病在床，何天武还是想着能不能多

拿一点赔偿金带回家。

煤矿老板听说后，来医院看了看何

天武，扔给了他4000块钱，警告他不要

惹是生非。

老实忠厚的何天武只好揣着这

4000 块钱乘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

何天武发现包被小偷划了一道口子，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伸手进去摸了摸

发现钱还在。

没成想，回家的时候才发现4000块

钱被人偷了一半，用一条胳膊换来的钱

只剩两千块。

何天武只好用这两千块开了一家小

店，做点小生意。

村里的人看着他好欺负，尝尝来白

吃白拿不给钱，说是赊账，实际上压根

没存想要给钱的心思。何天武面对着乡

里乡亲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要钱。

如此做生意就算金山银山也会赔

光。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小店就开不

下去了，不仅如此何天武还欠了一屁

股外债。

麻绳专挑细处断，噩运只找苦命人

。又是在外打工的人们返乡的日子，可

是这一次何天武兴冲冲地出去迎接自己

的兄弟时，却没看到自己弟弟的身影。

看着工友掏出的骨灰盒，何天武呆

住了，他还记得弟弟说再赚几年钱就会

回来，可是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回来。

弟弟在黑煤窑工作时被重物打到了

头上，当场死亡。

万般无奈之下何天武只能再次离开

家乡，外出寻找机会。可是同样的钱明

明能找到一个健康的劳动力，谁会要一

个残疾人来干工作呢？

兜兜转转无数次碰壁之后，何天武

来到了华山脚下，得知这里急需挑夫。

管理人员看到独臂的何天武之后本

不想让这么一个残疾人干活，可是何天

武拼命地拍胸脯保证自己，再加上华山

实在是需要挑夫，不得已才把何天武留

了下来。

在华山上，何天武也从不认输，别

的健康人背140斤的货物上山，他也背

140斤，即使中途双腿发颤，豆大的汗

滴浸湿了整件衣衫，也从不放弃。

背完一趟货，两腿的腿肚子就好像

通了电一样直打哆嗦，擦汗用的毛巾也

几乎湿透。

第二次背货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同伴们从自己的身旁走过，自己连迈步

都成了奢望。

一整天下来，何天武终于在山脚下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30多元钱。

普通挑夫一斤货物两毛五的运费，

何天武由于身体原因，只能拿一毛五。

可是这依靠自己的辛苦赚来的钱，

何天武感觉到心里踏实。

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整个身体都在

嘶喊着疼痛，连翻身都做不到，可是第

二天，何天武依然会准点起床，背着背

篓继续工作。

不仅是身体上的疲惫。生命上的威

胁才是最难跨过的关卡。

华山现在的情况已经改观，不必挑

夫由山脚下挑到山顶。

从西峰的山脚上索道，来到半山腰

处，需要度过一段最难的路程那就是苍

龙岭。

苍龙岭是一道一米宽，一点五公里

长的山脊，垂直落差达到700多米，每

当有山风穿过，石壁发出鬼哭狼嚎之声

，极其恐怖。

相传韩愈当年上华山经过青龙岭时

，战战兢兢哭号不止，在青龙岭上写遗

书投下以求山神保佑。

而何天武只有一条手臂，稍有不慎

旁边就是万丈深渊，正值壮年的韩愈都

无法走完的险途，对于何天武来说简直

难如上青天。

何天武在路过青龙岭时，只能靠仅

有的一只手三个指头抓铁链，两个指头

扶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

到了冬天，天寒地冻，铁链寒冷刺

骨，连游客都不愿意扶着铁链，宁愿慢

慢上山。可是何天武依旧牢牢握着链子

，一步一步向上挪动。

这是这份小心与执着让何天武在十

几年间，每天都以独臂来回三四次这险

要的苍龙岭而没有出任何问题。

就是靠着这份坚持隐忍，何天武在

华山挑夫这条路上走到了现在。

他的宽厚也吸引了与他一起干活的

四位挑夫。几个人都是最早一批也可能

是最后一批在华山上当挑夫的人。

一开始华山上没有通电。山上的道

观和管理人员需要的食物和水都是何天

武他们几个一步步背上去的。

直到现在，何天武想到那段时间向

山上背煤的日子还是心有余悸。

虽说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善不少，可

每天干完活，何天武还会全身疼得睡不

着觉。第二天清早，他还是会像没事人

一样拿起背篓继续干活。

郭正权、孙石娃、魏社教、党成娃

、何天武。这老哥几个一起干活到现在

早已结成了亲兄弟般的友谊。

每天晚上空闲下来，最喜欢的活动

就是要两个小菜，拿出家乡自己酿的包

谷酒，美美地喝上一顿。听着老伙计们

述说着家长里短，何天武总是笑眯眯的

不言语。

他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往山上的

饭店送食材。后厨偶尔忙不过来也会叫

他们去帮忙，店家也会给他们额外的工

钱。

现在一天来回两趟，能赚一百五十

块钱。

出去平时吃饭等必须花费，还能往

家里寄不少钱。几位老人都是过惯苦日

子的，对于自己总是一省再省，有时候

一天都见不着一点荤香，还会为多买了

一个充饥的饼而自责。

虽说这几十年的积累让何天武老哥

几个早已拜托了中午只能喝玉米糊，吃

素卷饼的生活，但过惯苦日子的他们还

是不舍的为了一口吃食而乱花钱。

对于后代，他们从不亏欠，因为他

们知道，自己在外打工是为了谁。

虽说辛苦了一辈子，可是老天不会

辜负任何善良和努力。老哥几个的家里

都安顿了下来，现在赚钱早已不用像之

前那么拼命。

何天武的小儿子在港口工作，娶了

一个当地老实人家的女孩，也有了孩子

，家庭幸福。

大儿子遗传了母亲的风湿性心脏病

，不过现在控制的很好。

在潼关一带打工，虽说没有结婚但

也自给自足。老何在家乡和儿子凑了凑

钱，给父母盖了一间漂亮的大瓦房。

郭正权的大女儿乖巧懂事，考上了

县里的重点高中。

二女儿读初中，小儿子读小学，

虽说没有大女儿那般优秀，但也聪明

伶俐。

两口子都在华山工作，虽说赚的不

多但也足够。

魏社教儿子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妻

子在打理，每个月他留下自己的生活费

，剩下全部邮寄回家。

可是几年前妻子劳累过度去世，成

了老魏心里的一个坎。

看见老魏眼里的泪花，党成娃赶忙

安慰，几位老伙计也拿起了酒杯。

何天武以独臂挑夫被报道过之后，

他也曾经想过放弃。

可是还是舍不下这份靠努力换来的

工作，也放不下一起干活的老兄弟们。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何天武受华山

崖刻的影响，开始练字。

现在的他写得一手好字，软笔硬笔

信手拈来。

空余时间还参加过陕西省残疾人运

动会，大大小小的奖牌拿了不少。

就像他说的，人嘛，总是要吃苦的，踏

踏实实走出来的路，永远也不会辜负你

流过的汗水。

华山挑夫可能无人再接班
担140斤走2公里，赚的都是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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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孩子送进国外名牌大学就是

留学成功么？部分中国家长只看到申请

海外名校的，却很少考虑到孩子入学后

如何融入异国的校园环境。本文作者认

为，成功申请到美国大学只是万里长征

的第一步，孩子到达美国后的未来四年

、六年才是真正的考验！为此，他结合

自己陪伴女儿10年赴美求学的亲身经历

，完成了这篇笔酣墨饱、言之有序的文

章。希望引导家长和孩子用系统的思维

，全面客观而理性地思考留学。

我与妻子陪伴女儿开始规划赴美留

学是从7年级开始的。

经历了国内初中三年，国际高中三

年，美国本科及研究生四年，共10年时

间。

本文所写均是我们自己这10年来与

孩子一起成长的思考、探索和努力践行

的框架。

2018年12月，女儿提前完成美国本

科(UCI)并获得Magna Cum Laude(前4%)

荣誉毕业生嘉奖；

2019年3月，女儿获得了哈佛大学

（含奖学金）、哥大、宾大等研究生录

取；

2020年9月，女儿开始了她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h.D学业生涯。

孩子的留学美国之路可谓是“路漫

漫其修远兮”，但我们夫妻将继续与女

儿一起“上下而求索”，在诸多的不确

定性中，以爱为确定不变的纽带，共同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2020年又快过去了。一波突如其来

的新冠疫情，将人类世界搅得不得安宁

，更让这届留学生和留学家长们苦不堪

言，心身俱疲。

回看过去的一年，关于留学生的热

搜层出不穷，关于留学的冷嘲热讽也从

不缺席，不知何时“留学”这两个字，

已经成为能引起全民大规模讨论的热门

词语。

但这也正说明一个事实：出国留学

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家。”

《2020年中国留学白皮书》数据显

示：出国留学正往“大众化”方向持续

，留学不再“高不可攀”。

白皮书同时指出，留学不再是富人

和高薪家庭独有的“奢侈品”，越来越

多父母学历没那么高的家庭，也参与到

出国留学的浪潮中。

对比6年来意向留学人群其父母的

职位背景，“一般员工”的比例逐年上

升

而根据我国留学生的年龄结构数据

，15-35岁的青年人占比总量为88%。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学生远

赴重洋，开启全新的学习和生活？

除了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的

经济状况日益增强、中外交流日益频繁

、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等原因外，中国

国内开办的国际学校越来越多，为广大

的中国家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国际教

育过渡方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下，创办国际学校成为各个省市

发展国际教育的重要举措，中国国际学

校发展势头迅猛。2021年，预计再增长

1000所，达到1800所。

另外，在经济发达城市，大量的留

学中介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也为留学潮的兴起发挥了巨大的推波

助澜的作用。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我深感

留学大潮其势滔滔、殆不可遏。

相信未来10-20年，会有更多的中

国人，背上行囊，走向世界各地，参与

到全球的教育、经济、文化、政治生活

中去。而这股波涛汹涌的大潮势必会对

广大的留学生、留学生家长、留学服务

生态链造成猛烈的冲击，改变无数个人

和家庭的命运！

问题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人在谈

论留学，当我们谈论留学时，我们在谈

论什么？

不能只谈成绩而忽略思辩

美国大学录取新生时主要考察因素

的权重比例，这是否就是我们谈论留学

的范围呢？

孩子的学业成绩？比如与高中成绩

相关的内容有：孩子所就读高中是否为

美国大学熟悉的生源有保障的高中？课

程难度？平时成绩（GPA）？年级排名

？托福、ACT/SAT/SATII成绩? AP成绩/

IB/A-Level?

孩子的综合素质？比如：课外活动

、社会实践或者公益服务？音乐、体育

、美术、艺术等专业活动？申请文书、

推荐信、学科竞赛的获奖者？知名大学

的夏校？

帮助孩子获得各种技巧？学习方法

、考试刷题、活动策划、文书打造、升

学申请等的各种技巧？

结合我自己陪伴孩子在国内上国际

高中、在美国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10

年来的亲身经历，我认为，以上这些都

没有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内容。

但自从我孩子去到美国后，我越来

越认识到：

如果家长只关注名次、考试、奖项

、竞争，而忽略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表达

和交流能力的培养，忽略孩子深层次思

辨能力的提高，忽略某些社会人文的东

西，那就会为孩子的留学之路埋下隐患

。

不能为留学而留学却没有主见

许多人都是带着偏见看留学。

要么只看到留学生光鲜亮丽的一面

；要么只看到留学生中富二代、“海带

”的一面；要么就简单粗暴地给留学生

扣个不爱国的帽子……很少有人能客观

理性中立地看待留学生群体。

当谈论留学时，不妨尝试兼顾自己

的内在需求和社会需求，多吸取客观的

正能量信息，再经过批判性思考和逻辑

分析，最终得出自己的决定。

而这则需要留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

，更加慎重周密地思考和论证：为什么

要去留学？去哪里留学？留学生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是什么状况？

除此之外，对于准备留学的家庭而

言，仅仅把注意力放在第一个阶段：留

学前如何帮助孩子获得国外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实现成功留学的阶段性目标，

是远远不够的！

不能只想象美好而无视风险

留学不是旅行！必须提醒各位家长

及孩子们的是：一趟三五日，甚至一两

个月的旅行，只要自己花点时间，做些

攻略即可搞定。

但是，孩子未来去到异国他乡留学

，短则4年，长则10年。如果孩子从小

学、初中、高中阶段就去留学，则须在

国外生活和学习更长的时间！

在生活和成长相关的内容上，你真

的做好准备了吗？

比如，包括但不限于种族、政治、

文化、宗教、法律、枪支、治安、心理

、情感等等。

从我个人及身边朋友的经验来看，

如果家长和孩子对以上这些方面没有做

相应的功课，孩子出国后的风险可能不

少。

多项调查及研究表明，留学生在海

外学习期间，如果出国前的准备不充足

，面对大学生活、学习压力、语言文化

差异等问题常常会产生不良情绪。

耶鲁大学在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

甚至表明，校园中约有45％的中国留学

生报告有抑郁症状。许多留学生在国外

经常会出现思乡感、孤独感、抑郁症和

挫折感。

这些消极情绪，若是不能得到及时

有效的控制，很可能变成较为严重的心

理疾病。

而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大量留学生

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回到校园，只能网课

，以上问题更加凸显。

长时间倒时差对着电脑上网课、不

能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各种不良情绪

慢慢滋生……严重影响孩子和家长的身

心健康。

用系统思维评估留学

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如何成功申请到美国大学只是万里

长征的第一步，孩子到达美国后的未来

四年、六年才是真正的考验！

因此，无论是留学前的准备，还是

孩子留学后父母的长期关注、陪伴和支

持，它的时间跨度之长，涉及面之广，

需要解决的问题之多，都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

这就要求家长要有系统思维的能力

，能着眼整体全局，抓住关键要害，不

失原则地采取灵活有效的方法，处置各

种与留学相关的事务。

因此，在孩子们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如何帮助孩子实现留学成功，家长们

需要加强对以下内容的了解：

比如：了解孩子所在国的社会、城

市、校园安全及安全分析工具？紧急情

况下如何自救与求助？

比如：了解孩子所在国的法律和税

收体系？怎么避免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触犯当地的法律？

比如：了解孩子的专业选择与就业

环境？

比如：年轻人好奇心重、喜欢交际

，但孩子应该怎样面对烟草、酒精和成

瘾性药物？

比如：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同学

、朋友、闺蜜关系？怎么处理教授、校

友与同行的关系？高中和大学期间的孩

子，正处于对异性有强烈兴趣和冲动的

年纪，怎么处理好约会、恋爱与婚姻与

两性的关系?

比如：在国外孩子还得学会如何与

LGBT群体相处?

……

决定是否送孩子出国留学是一件非

常不容易的事情。

就像男孩女孩处对象，无论是男生

还是女生，绝对不会因为几个标准化的

数字（比如身高、体重、三围、身体健

康、学历、收入等），就决定是否认定

某个人成为他/她的终生伴侣。

当然，这些标准化数字也有很重要

的参考价值。但它们是筛选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考虑到充分条件时，男生女生还会

重点考查对方的品德、性格、心理、情

感、责任感、兴趣爱好、职业规划、原

生家庭等。

出国留学也一样，作者发自内心地

建议您：

当我们谈论留学时，除了谈论考试

、成绩、活动、比赛等可量化的因素之

外，请多谈论安全、法律、税收、专业

、就业、人际关系、宗教、多元化和身

份认同、心理、情绪管理、言论自由与

独立思考等话题！

孩子们需要花许多的精力和时间去

应对繁重的学业任务，家长们有责任去

帮助孩子收集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如果你想孩子实现成功留学，并留

学成功的梦想，是一定需要在时间、精

力、金钱上有巨大付出的！没有捷径！

05.留学的本质是教育

如今，教育已经被异化得面目全非

。纯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强度远远超过了

对一个人的品德的养育。

所以我们必须要拨开层层迷雾，找

回留学的本质，找到教育的本质。

关于教育的本质，美国著名心理学

家伯尔赫斯· 弗雷德里克· 斯金纳在《新

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观点:“当所

学的东西都忘掉之后，剩下的就是教育

。”

爱因斯坦也曾在一次演讲中回应了

这个观点：如果你把学校教授给你的一

切知识都忘记了以后，剩下的那部分内

容就是教育。

在我看来，成绩、名校、待遇优渥

的工作、创业成功、跻身名流等都是教

育的附加物，教育的本质是父母帮助孩

子，让他/她成为他/她梦想成为那个身

心健康、快乐工作、热爱生活的人！

有一句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孩子。

我认为这句话部分正确，部分不正

确。

正确的是，它表达了父母对孩子毫

无保留的爱，这种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情感，是让每一个生命蓬勃生长的伟大

力量。

不正确的是，它容易让父母在爱孩

子的过程中失去自己，无形中成为绑架

孩子的绳索。

不过，我也相信有觉知和内在成长

驱动力的父母们，此刻已经在全面了解

和关注留学的过程中，自己也再次获得

成长！

回到开始的问题，当我们谈论留学

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相信认真看了本文，并且与孩子

一起进行过谨慎思考的你，心中已经有

了自己的答案！

陪女儿10年爬藤：从体制内初中转学国际
高中，她是如何拿下哈佛、宾大offer的？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九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九
【美南新聞泉深】聯合國“嚴重關切”烏克蘭
死亡人數上升 呼籲俄羅斯“立即停止襲擊”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週五表示
，他們仍然“對烏克蘭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和
人類苦難表示嚴重關切”，並呼籲“立即停止
襲擊”。

發言人 Liz Throssell 在一份聲明中說：
“平民在看似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中被殺害和
致殘，俄羅斯軍隊在人口稠密地區或附近使用
具有大面積影響的爆炸性武器，這些武器包括
導彈、重型炮彈和火箭，以及空襲。”

人權高專辦表示，自入侵開始以來，已有
549 名平民死亡和 957 人受傷，“盡管實際數
字可能要高得多”。

Throssell 說：“學校、醫院和幼兒園都受
到了打擊——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性後果。”

她補充說，3 月 3 日，俄羅斯空襲切爾尼
戈夫的兩所學校和幾個公寓樓，造成 47 名平民
喪生；3 月 9 日，俄羅斯空襲馬裏烏波爾醫院
，造成至17 名平民受傷。她說：“我們仍在調
查至少三名平民可能在空襲中喪生的報道。”

Throssell 補充說，馬裏烏波爾的消息人士
稱，這家醫院“在被襲擊時既可清晰識別，也
在正常運作”。

人權高專辦還收到了“關於俄羅斯軍隊使
用集束彈藥的幾起可信報告，包括在人口稠密
地區”。

據報道，2 月 24 日在頓涅茨克市 Vuhle-
dar 的中央城市醫院使用了一枚集束彈藥，造
成 4 名平民死亡和 10多人受傷。她說，在哈爾
科夫幾個地區的“其它集束彈藥襲擊”中，至
少有 9 名平民喪生，37人受傷。

Throssell 說：“由於其廣泛的區域影響，
在人口稠密地區使用集束彈藥不符合規範敵對
行動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原則。”

她補充說：“平民傷亡每天都在增加，人
類的普遍痛苦也在增加。我們提醒俄羅斯當局
，針對平民和民用物體的直接攻擊，以及對城
鎮和村莊進行所謂的區域轟炸和其它形式的不
分青紅皂白的攻擊，都是國際禁止的。法律上
可能構成戰爭罪。”

她補充說，人權高專辦還對有關烏克蘭人
“任意逮捕和拘留”的報道表示關切，他們表
示反對俄羅斯的襲擊，包括在和平抗議中的襲
擊。

她說：“我們認為，被拘留者有遭受酷刑
或其它虐待的風險，並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他
們。”

她說：“人權高專辦還關注對‘破壞者’
和‘僱傭兵’等標簽的貶義使用，其意圖或效
果是使某些個人面臨更高的傷害風險。”

Throssell 說：“我們呼籲各方充分尊重他
們控制下的每個人的權利。那些放下武器的人
……包括戰俘，必須受到人道待遇，並受到保
護，免受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俄羅斯國防部長告訴普京，一切都將按計

劃進行
盡管西方領導人聲稱俄羅斯軍隊遇到了計

劃外的障礙和抵抗，但俄羅斯國防部長表示，
其對烏克蘭的入侵正在成功進行。

謝爾蓋·紹伊古週五在電視轉播的安理會會
議上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說：“一切
都按計劃進行，我們本週每天都在這裏向你們
報告。”

紹伊古還聲稱，俄羅斯軍隊已經收到了超
過 16,000 份來自中東志願者的申請，他們希望
加入烏克蘭的戰爭。

他說：說“我們收到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各
種志願者的大量申請，他們希望來到盧甘斯克
和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參加他們認為的解放運
動。”

國防部長還要求普京提供更多武器來武裝
頓巴斯的分離主義地區，特別是防空系統，包
括 MANPADS，以及輕型反坦克導彈發射器。

紹伊古補充說：“我們積累了大量烏克蘭
武器：坦克、裝甲車和各種小型武器，還有相
當多的火砲。此外，還有許多標槍和毒刺複合
體。還建議將其移交給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共
和國，移交給民兵，以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保
衛自己的共和國。”

普京支持這兩個建議，稱俄羅斯需要幫助
願意在頓巴斯戰鬥的志願者被轉移到前線。

普京說：“如果你看到有人自願前來幫助
住在頓巴斯的人們，尤其是不是為了錢，那麼
，我們需要歡迎他們並幫助他們搬到戰區。”

俄羅斯地面部隊正在重新集結，烏克蘭西
部首次遭到襲擊

俄羅斯軍隊週五早些時候對烏克蘭各地的
多個目標發動了多次導彈襲擊，在中部城市第
聶伯羅及其周邊地區造成了重大破壞，並襲擊
了該國最西部的機場，這些機場此前曾免受沖
突影響。

烏克蘭西北部盧茨克機場遭到嚴重破壞，
距離波蘭邊境約 70 英裏。沃林地區州長說，一
架俄羅斯轟炸機發射了四枚導彈，造成兩人死
亡。被導彈擊中的烏克蘭西部伊萬諾-弗蘭科夫
斯克的軍用機場也冒出濃煙。

俄羅斯國防部周五表示：“高精度遠程武
器襲擊了烏克蘭的軍事基礎設施。盧茨克和伊
萬諾-弗蘭科夫斯克的軍用機場停止運作。”

在靠近基輔的地方，在烏克蘭人周四成功
攔截並襲擊了前進的俄羅斯坦克縱隊後，首都
東北部和東部的戰鬥愈演愈烈。那條戰線仍然
非常活躍。

據基輔當局稱，在基輔以東的布羅瓦裏地
區發生的夜間空襲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烏克蘭當局還報告說，一夜之間，在首都
以東約 45 英裏的 Baryshivka 鎮發生了導彈襲
擊。據當局稱，有 60 套公寓、四棟公寓樓和
10 棟房屋受損。

根據週四的 Maxar 衛星圖像，在基輔郊外
待了近兩週的俄羅斯縱隊現已散去。部隊似乎
正在重新集結。

政府在聲明中說，蘇霍維茨基——俄羅斯
地面部隊第 41 聯合武裝集團軍副司令——於 2
月 28 日“在烏克蘭的一次特別行動中執行戰鬥
任務時”死亡。

聲明稱，蘇霍維茨基此前曾在俄羅斯軍隊
服役，期間在北高加索地區和敘利亞開展行動
。

美國參議院通過政府撥款法案，向烏克蘭
提供 136 億美元援助

美國參議院已在兩黨基礎上投票通過了龐
大的 1.5 萬億美元政府資助法案，其中包括對
烏克蘭的 136 億美元援助。

最終的結果是 68 比 31獲得通過。
眾議院週三晚上通過的該法案現在可以送

交總統喬·拜登簽署。
對烏克蘭的援助包括：在對烏克蘭的 136

億美元援助中，撥出資金用於人道主義、國防
和經濟援助。該法案還包括制裁執行條款。

根據眾議院撥款的一份情況說明書，緊急
援助計劃撥出 40 億美元用於幫助在國內逃離或
流離失所的難民，並將總統將國防設備轉移到
烏克蘭和其他盟國的權力增加到 30 億美元

拜登宣布美國將取消俄羅斯最惠國待遇
美國總統喬·拜登將於週五宣布，美國將與

G7 和歐盟一起呼籲撤銷俄羅斯的“最惠國”地
位，這被稱為美國永久正常的貿易關系。

每個國家都應根據自己的國家進程實施這
一措施。消息人士注意到國會為撤銷俄羅斯永
久正常貿易關系所做的努力。

但此舉需要獲得美國國會通過。
以下是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領土：
烏克蘭軍隊與俄羅斯軍隊週四在基輔以東

發生了激烈的戰鬥
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西部和西北部經過多

日的激烈戰鬥後，週四出現了更多的新戰場。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克拉麗莎·沃德在基

輔的現場報道中說：“今天出現了令人震驚的
發展，俄羅斯在該市東部的活動正在增加，超
出了一個名為布羅瓦裏的郊區，我們在那裏看
到了一些非常激烈的戰鬥。”

沃德說：“我們還在這段非同尋常的無人
機視頻中看到一大群俄羅斯坦克遭到攻擊，這
似乎顯示烏克蘭軍隊發射反坦克導彈，就像美
軍提供給他們的那些標槍一樣，並且基本上在
那段時間裏幹掉了俄羅斯的坦克車隊。”

沃德指出，除了戰鬥的視頻外，還有相關
的音頻。

她說：“這段視頻中有一個聲音。顯然，
那個坦克部隊中的一名俄羅斯士兵的聲音說他
的指揮官已經被殺。”

但沃德指出，隨著烏克蘭人為捍衛自己的
陣地而戰，基輔市民擔心俄羅斯軍隊正在擴大
攻勢。

她補充說：“這個城市的每個人都非常關
注俄羅斯人似乎正在真正發揮作用，向東推進
，然後當然還有可能向下推進，據推測，目標
將是完全包圍整個基輔市。與此同時，許多平

民仍然被困在激烈的戰鬥中。”
沃德指出，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庫萊

巴（Dmytro Kuleba）分享了顯示戰爭影響的社
交媒體視頻，尤其是對兒童的影響。

沃德報告說：“我們今天看到了外交部長
米特羅·庫萊巴的一條推文，他在推文中……展
示了這場戰爭的真正代價，這些孩子經常成為
這場戰爭的受害者。庫萊巴發布了一些戲劇性
的視頻，在疏散過程中，在一個名叫 Vorzel 的
小鎮上，再次在西北部，一家孤兒院的孩子被
槍殺。一個年幼的孩子，一個蹣跚學步的孩子
，兩個病得很重的孩子之一，被從孤兒院運送
出來，坦率地說，他們中槍完全失去知覺。”

沃德說，隨著戰鬥的繼續，郊區的平民也
在遭受苦難。

沃德說：“這個郊區的人們無法獲得水、
藥品、食物、煤氣、暖氣和電力。這是一次完
全痛苦的經曆，救援人員仍在努力進入這些受
災最嚴重的地區。”

波烏邊境上空一架北約偵察機發現俄羅斯
戰機正從白俄羅斯機場起飛飛往基輔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收到波
蘭-烏克蘭邊境上空的北約偵察機和雷達收集的
情報，俄羅斯一直將白俄羅斯作為其在烏克蘭
的許多空中行動的跳板。

週四，CNN 陪同北約第 2 飛行中隊執行了
一項此類監視任務。在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8 點
起飛後的兩個小時內，北約預警機飛機上的雷
達信息。雷達顯示，數小時後，至少有九架俄
製飛機從白俄羅斯進入烏克蘭領空，似乎正朝
著基輔飛去。

自俄羅斯開始入侵以來，北約部隊看到的
進入烏克蘭領空的俄製戰鬥機的“絕大多數”
來自白俄羅斯，北約任務的技術主管在周四的
航班上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他說，在上週一個特別“活躍”的日子裏
，北約部隊看到大約 20 架俄羅斯噴氣式飛機從
白俄羅斯飛往基輔。北約飛行員告訴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從白俄羅斯起飛並進入烏克蘭領
空的軍用飛機一直在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
事行動。

這場戰爭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白俄羅斯軍隊
是否直接進入沖突以支持俄羅斯。但北約部隊
表示他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說，白俄
羅斯和俄羅斯使用相同的蘇聯時代的 MiG-29，
因此很難實時確定誰在實際操作它們。他們指
出，烏克蘭飛行員也使用 MiG-29，因此同樣不
清楚烏克蘭領空的競爭程度。

他們說，仍然有一些跡像是顯而易見的。
例如，從與俄羅斯結盟的白俄羅斯飛往烏克蘭
的噴氣式飛機顯然不是烏克蘭人。

CNN 週四乘坐的 AWACS 飛機是為數不多
的北約自身擁有而非成員國捐贈的軍事資產之
一，由 14 架 AWACS 飛機組成的機隊每週共
同執行近兩打任務，在東部 400 多公裏處進行
偵察確保沒有不友好的飛機飛向北約領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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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生活

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多浪費
資源？(下)

整个社区也一起外包了附近的农场给一个公司运营

，公司每天会打理好农场然后将当天的时令蔬菜采摘好

放到一个小房子里，社区的人每个人当天去领回自己当

天的那一份，领多少全凭信用。各个户主会和公司签订

合约，以年或季度以固定价格售卖蔬菜。这样的生产方

式极大减去了生产的运输和能耗成本，这样的生活方式

能耗毫无疑问是非常低的。但这样的方式也决定了社区

的人们的蔬菜供应很依赖气候和时令，自家菜谱也要根

据时令制定。但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反而觉得这样自然

健康。而和教授一起住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素食比例很大

，我特意询问了是大部分人的饮食习惯都这样吗？他们

说不是的，只有这个社区注重环保的人才会有这么高的

素食比例。

总体来说，美国还是一个浪费的国家。但要澄清的

是浪费是一个度的问题，这里指的浪费是指过度生产，

生产出来的产品已经具有很低甚至不具有边际收益了

（比如加州番茄多到只能烂掉或者拿来玩）。为了“节

约”而降低生活品质是不实际也不是我所提倡的。

但美国也是一个极度分化的国家，美国的科技水平

足够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有能力构建起极为高

效、环保、甚至具有经济盈利能力的生产系统（比如之

前提到的社区），但由于没有迫切需要，这种系统只存

在于部分有社会责任感或者生活富足人士的家园中。大

部分人不关心，也没必要去考虑是否浪费，而整个社会

定价系统也是不鼓励，甚至是打压节约的。在这样的背

景下，我们同时看到资源的大量挥霍，和全球最前沿的

环保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创新。

洛杉矶去年大旱，然后LADWP(差不多等于洛杉矶的水利

电力局？)说要限制用水量，我本来做好偶尔停水的准备，还计

划去超市买点纯净水备用，结果最后给出的措施是建议一周只

浇草坪3天……

好像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凌晨四点灯火

通明，说美国学生有多么刻苦。

去了才知道为毛“哈佛凌晨四点灯火通明”。

嗯，不止哈佛。

偏远景区人迹罕至的公厕也是凌晨四点灯火通明。。。大

白天的也亮着。。。

他们不关灯。

今天去别的老师的教室上课，她要早走，嘱咐我最后关门

。 我说好，关门关灯关电扇。 她说千万别，把所有灯、电扇

都开着。

大白天的，我看着这诺大教室的N盏灯和电扇，忍了。默

默说好。

在一线的感触就是，深深的无力感。

你说商业区公共路灯24小时通明防盗也就算了，说美国人

怕热开着空调裹棉被也认了，说刺激消费带动内需也忍了。 但

这是水啊！！这是一个美国小学的日常啊！

再多说一句，就是美国的邮政系统之发达！在中国邮政基

本都变为寄包裹的公司的时候，我去美国邮局经常都看到好多

人寄信（虽然我也喜欢手写的质感）！然而，其实我觉得邮局

更多人是在忙着为腐朽的资本主义进行着老旧的商业宣传。

我家邮箱每天收到的广告邮件，简直是比我的email的垃圾

邮件还多。有附近餐馆的广告，有你在某网站购物之后给你定

期寄来的促销手册，有房地产广告，慈善广告，各种各样五花

八门。

其中不得不点名拿出来说的是叫你开信用卡的信。美国的

信用卡公司会不知道在哪儿搞到你的地址，你的信用记录，你

的各种信息，觉得你符合资格就会给你寄叫你开卡的信（一般

都会有可观的开卡奖励）。在茫茫多银行的开卡信中，摩根大

通Chase简直是舍得下血本。每次都是精装的信封，厚厚的一叠

高分辨率打印的各种信用卡说明。关键是！！每两天寄一封啊

！！一模一样的啊！！我真的扔了一年数不清的Chase的信，看

着这么精致的信封和纸，瞄都不瞄一眼就扔了，扔得我都不好

意思了，最后终于去开了Chase的卡。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

的银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脸，事竟成。

偶尔还会有更高端的宣传书，真的是书！

翻翻这些书，其实挺有设计感的，字体、行距、留白、照

片都处理得很精美。然而，这TM户外用品我要用我自己会去商

店买啊，美国就你们几家品牌，想买别的都买不到，有必要印

这么厚一本挨家挨户地发吗？

再来说说亚马逊。每次收到的包裹都是箱中箱中箱中箱中

箱中箱....拳头大的东西却拿个超大的箱子装着寄来。每每看到

家里堆积成山的箱子，我都想着这要是在国内，靠卖纸皮我都

发了。就更别提塑料袋随便扯，超级多的一次性用品，商铺写

字楼永远不灭灯。

以前在国内时，觉得说环保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提倡的，是

挺时髦先进的事情。来了美国以后，麻痹原来这些环保口号都

是说给我们这些第三方发展国家听的，自己来挥霍无度。

当年哥本哈根谈得剑拔弩张，但是就我个人感觉，实际美

帝人民只要在人均能耗上能降低到中国平均水平，当年那个会

议就可以就地散会了。（非常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

，后来琢磨了一下，原来是美国人把他们个人的碳排放对比其

他国家一个企业的碳排放）

真是实在的资本主义国家。

任孟山教授在文中写道：“刚到美国时，看见路灯在大白

天全亮着，当时想可能是今天忘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忘了

，而是天天如此。公寓楼、办公楼里，一年四季中央空调大开

，夏天冻得人发抖，冬天热得满头大汗。超市的塑料袋随便用

，汽车没有小排量的……让我不得不惊叹：美国真是个大国，

浪费大国！

(來源: 新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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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有多浪費
資源？(上)

美国确实是非常浪费的国家，这和他们能

源价格的过度低廉有关。 以加州为例，加州的

居民用电平均电费是15.34¢/kWh，折成人民币

差不多才一元上下一度电，夜间谷峰电价就更

低，家里不管白天黑夜照明和一些家电常年不

关确实是当地人生活的常态。如此大的能源浪

费也催生了巨大的节能市场，像Nest这样小小

的家庭能源管理公司就被谷歌以32亿美元收购

。 不关灯只是能源浪费的一隅，我们可以通过

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透视出背后因为低廉的能

源价格形成的整套高能耗生产体系。

在旧金山硅谷一带，随处可见大片绿化：

但细心的同学应该发现了，旧金山是地中

海气候，年平均降雨量才4.49英寸，而耐热耐

旱的棕榈树也是加州的一大标志性景观，怎么

会随处可见这么多热带的宽叶植物？

答案当然不是这些植物自己长出来的，而是

大量的喷淋系统每天不断地对这些植物进行喷淋

的结果。从这张在棕榈大道对斯坦福的俯拍我们

可以看到，进入斯坦福校园的棕榈大道周边到斯

坦福的校园内部都是拥有非常好的绿化，但斯坦

福背后的山上却像沙漠一样，零零星星长一点矮

小的灌木。其实后面，才是旧金山无人打理的自

然景观的常态：

加州是极度缺水的一个州，甚至有一首歌

的歌名就叫“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

fornia”，加州需要从周边的州（比如内华达州

）购买大量水，通过水渠运输过来。 但加州的

气候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加州有充裕的阳光，

稳定的气候，只是缺水。得益于加州的气候，

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艺术廊和植物园

（The Huntington Library, Art Collections and

Botanical Gardens）就拥有极其大量的奇花异草

，其中山茶花就有超过1200种，而里面也有各

种不同风格的人造园林，当然都是依赖人工灌

溉。其中一个沙漠植物园林就在室外放着也打

理得很好，可见洛杉矶自身的气候其实是很适

合沙漠植物生长的。

从其他州引来的水这些水除了日常居民用

水、绿化灌溉以外，还有一大用途——农业。

加州的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是世界一大

粮食产地之一，加州有充裕的阳光，稳定的气

候，非常适合粮食生产，但是就是没有水。于

是加州在1945年建成了一个超级水坝——沙斯

塔坝（Shasta dam ），沙斯塔坝的蓄水顺着萨

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连接20多个水

坝、水库和数条水渠，硬生生地将水输送到了

这片4200平方英里的中央山谷，形成

了一个人造的大粮仓。

美国的农业生产是十分工业化的，从

中央山谷的农业可以一睹，大量的农业

机械应用在农业生产里。大量片的土地

和高效的工业化作业让这片土地每年产

出大量粮食。而番茄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的作物。但这样的生产模式是极其耗费能源的

，需要完全通过人工来引水灌溉、施工业肥、

利用飞机进行农药喷洒等。但由于工业化的规

模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但如此大费周章

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其实值不了几个钱，在商场

里面里面也可以看到农产品的价格其实非常低

，且分量很大。也常常会发现牛奶的价格常常

低于同体积的饮用水价格。边上的内华达州的

Reno市就会每年举办番茄大战（La Tomatina）

，这些番茄都来自中央山谷农场，而我之前的

一篇回答里面则推荐了一部纪录片叫《透视美

国》American Revealed，这部纪录片就以中央

山谷为其中一个例子，讲述了美国的农业。

工业化的规模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让

美国的商品经济极其发达。如此丰富的粮食产

量也让严重粮食浪费成为了美国的常态。大家

对美国最大的线下零售商沃尔玛的购物模式

——仓储式商场购物模式应该不陌生。美国的

超市几乎都是清一色是仓储式商场，一个沃尔

玛Neighborhood Markets里面就有超过29万种品

类的商品，而最小规模的 Wal-Mart Discount

Stores 也有超过12万种品类的商品在里面（数

据来源：Our Retail Divisions）。美国前副总统

戈尔也曾经在他的书《我们的选择》（ Our

choice-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里面抱

怨过这件事，他认为美国超市的商品品类已经

到多了一种荒唐的地步。

这些商场中大量商品都是保质期不超过三

天的食物，这些食物往往极其便宜，沃尔玛是

拿极少甚至是不拿利润的。因为便宜的食物是

客户的刚需，这些食物会引来大量客流，沃尔

玛则通过客户对其他品类商品的购买实现盈利

。而这些食物在过期之后会被严格处理掉。在

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甚至有更严格的规定规定

：食物在完成加工后温度下降到一定度数，或

者超过了一定时间，不管顾客有没有吃完，都

要换新的。不难想象上个世纪叶利钦访问美国

，没有被美国的高楼大厦和自由女神像所震撼

，却因为参观了一个小小的超市而抱头痛哭。

工业化生产和低廉的能源价格让美国的食

品价格定价非常畸形。这也是美国大量浪费食

物和肥胖的原因。在美国可以看到最便宜的食

品几乎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食物，比如

Pizza、炸鸡、汉堡、甜点等但我们知道生产出

同样重量的肉类从能量角度上来说是需要消耗6

到10倍的植物，生产一磅（0.9斤）的牛肉则需

要1669升的水和20磅的谷物。极度依赖肉类的

饮食结构其实是一种非常浪费的消费方式，美

国畸形的定价模式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浪费。

在美国甚至可以通过身材大致区分出一个人所

在的阶级。不少身材极度肥胖的人多半是穷人

，因为垃圾食品是最便宜的。而有机蔬菜贵，

富人也会更常去健身房锻炼，所以身材好的一

般经济状况都不会太差。

另一个导致美国人均能耗高的原因来自于

美国的居住环境。美国地广人稀，很对地方没

有汽车相当于是半个残疾。上个世纪美国利用

高速公路打通各大城市之后成功实现了又一次

经济腾飞，而美国的人均通勤距离也比其他国

家长很多。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非常低的车

辆价格和汽油价格让汽车成了美国家庭的标配

。一个美国家庭常常会拥有2台或以上的车，

因为美国人出门常常不和别人一起和乘坐一台

汽车。 洛杉矶拥有非常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

很宽的马路，但洛杉矶的高速公路却常年拥堵

，因为人均汽车保有量实在太高，而且大部分

人是一人开一辆。导致上路的机动车辆非常惊

人，当然也带来了很高的个人能耗。Uber模式

在美国也有很高的环保意义。

美国的机动车油耗和马力也往往很大，除

了美国人喜欢开卡车（Truck）这种非常耗油的

车辆以外。评论中@谢苇 对美国人为什么喜欢

开大车总结得很到位:

美国人喜欢开大排量的车因为本身爱开大

车（装载力强，方便大宗购物），爱开重车

（更安全），爱开高车（视野好）…说白了就

是，因为一辆车的排量大，除了油耗是缺点其

他基本都是优点。而美帝油便宜，绝大部分人

买车都不怎么考虑大排量的负面效果——中国

的油要是价格降一半，买大排量的也会多很多

。

因为地广人稀，所以大车在购物上会很有

优势。另外美国人也喜欢出游，大车方便拖挂

其他物件，比如房车、小船、野餐工具等。因

此大车有很高的普及率，当然作为居民把大车

用来装载

物品的时

候是少数

，平时能

用大车来

通勤也和

他们油价

低有关，

加上一般

喜欢一人

开一辆，

这也是美

国人均能

耗很高的

原因之一

。

另外一些小细节：在加州会发现即使拥有

充裕的阳光，还是没有人会晾晒自己的衣物，

而是家家户户都使用烘干机。一方面是由于习

惯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晾晒衣物是犯法的。

在美国的许多地方，有一种没有正式立法的禁

令，叫做“晒衣绳禁令”（听说加州已经在干

预这条禁令）。由于晾晒衣物会影响美观，导

致房地产商没办法把房子卖个好价钱，不少社

区禁止居民晾晒衣物，这个事情也引起了环保

人士的抗议。

美国人的浪费主要来源于便宜的能源和成

熟的工业化生产（当然也包括很多来自其他国

家的廉价产品），工业化产品的价格都很便宜

（包括汽车、电子产品），导致浪费现象严重

。但由于人力成本很高，所以只要涉及到人工

的都会有很高的价格。Uber大力发展无人驾驶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机支出占成本中的比重

太大。而家里水管坏了，替换的零部件是很便

宜的，但水管工过来帮你诊断什么问题，即使

最后水管工修不好，也要收取一笔远高于零部

件的人力费用。这也是工业自动化程度变高的

一个结果：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定制产品价格

昂贵。

但即使不少美国人过着能耗很高的生活，

也不能直接给全美国人贴上这个标签。美国大

部分人是住在房屋（House）里面，拥有很丰富

的屋顶太阳能资源。曾经和一个康奈尔的教授

在伊萨卡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住的社区家家户

户都在屋顶铺设的太阳能板，光伏用于发电，

光热用于供暖。整个社区可以能源自给自足，

发电高峰时还能卖电回电网。由于那个教授是

研究环境的，所以厕所还装了粪便回收系统用

于制作农业肥料。旁边的房子甚至还装有室内

外热交换系统，保持房屋冬暖夏凉，降低能耗

。而小小的社区边上就是大面积光伏板，而车

库中也偶尔能见到Model S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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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国内高薪工作，从中国到奥克

兰，从尔湾再到旧金山，三个家庭，三

种不同的移民选择，而他们的背后都有

着同一个理由：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

选择的背后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

们又是否如愿以偿？让孩子从小在国外

接受教育，真的是最理想的路径吗？

以下几个故事应该能给大家带来一

些启发。

忍受家庭分离、放弃国企高薪、海

归变全职妈妈……

被搁置的“火星计划”：夫妇名校硕士

毕业，却连工作也找不到

王晓春和丁勇是一对来自北京的夫

妇，两人都是国内名校硕士毕业，王晓

春是一家国企大公司的项目经理，丈夫

丁勇是工程师，夫妻在北京也算是金领

。

自从有了女儿欢欢后，夫妻俩对原

本安稳无忧的生活开始觉得有些不适。

孩子的健康和教育问题，成为他们移民

的最大原因。

最后，一家人决定从北京搬到新西

兰奥克兰定居。

理工科出身的王晓春，做事井井有

条，她把项目管理上的特长用在了安置

新移民生活上，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

——“火星计划”。

这份计划的结束节点是王晓春找到

工作。迄今为止，之前的生活全部都按

照计划书执行完毕：丈夫通过工程师的

身份成功获得技术移民，一家人在这里

定居下来，女儿欢欢也进了新西兰的一

家公校……

只是到了计划的最后一步——找工

作，夫妇俩都遭遇了人生滑铁卢，感受

到了梦想与现实的差距。

在北京“价值千金”的王晓春，移

民新西兰后却发现，自己怎么都找不到

工作，投出去简历石沉大海。此前，有

一家公司，王晓春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

招聘方所有的要求，但在足足3个小时

的面试后，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掌握高精尖技术的丈夫，因为语言

薄弱也是处处碰壁，最后只能在自家的

车库里开了一个工作室，主要面对的还

是中国国内市场。现在他们全家人的经

济收入，也都来源于中国的固定客户。

丁勇说，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已经

有能力给自己和家庭很多很多安全感，

但来到这里后，安全感消失了。

如今，丈夫的工作收入成为了全家

经济的唯一支撑。后来，他们又再生了

一个儿子，王晓春索性就在家里做起了

家庭主妇，一人带两娃，同时依然用她

的职业精神，把家务活都做成了密密麻

麻的计划表。

不过，深陷在生活琐事之中的王晓

春，还是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工作，真

正融入当地社会。她不想让孩子们觉得

，她只能是个照顾家里的全职主妇。

“一个努力工作的妈妈，应该会比

一个整天纠结于家长里短的妈妈，更让

孩子骄傲。”

留美陪读妈妈Rita：放弃高薪，与丈夫

分离，在孤独和忙碌中坚持

相较于被迫选择居家带娃的王晓春

，如今在美国陪读的Rita，是主动选择

了做全职妈妈，全身心投入带两个孩子

，只不过代价是——丈夫留在国内继续

工作维持收入，夫妻分居两地。

Rita曾经也是国内一家大型通信公

司的项目经理，在北京拥有体面高薪的

工作。只是无奈户口落在深圳，没法让

孩子参加北京高考。一家人商量之后，

决定由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来美国旧金山

读书。

从移民至今，Rita的丈夫飞来海外

团聚的次数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在美

国，家里的大小事务都要Rita一人包办

，Rita说她“连病都不敢生”。

Rita的女儿今年上十年级，儿子上

六年级，Rita负责接送他们上下学，参

加各种培训班。因为这两个孩子有不同

的时间安排，Rita常常是刚刚送完女儿

又要送儿子，忙得像陀螺一样。

好在一切的付出还是有回报的。Ri-

ta的两个孩子成绩都非常好。女儿现在

就读的私校在全美排名前五，学习成绩

全部满分不说，还画得一手好画，她的

目标是考上耶鲁；10岁的儿子小志则对

高尔夫很有天赋。（如果您想要了解更

多国际化学校，可拨打400-888-5281；

或添加远播小助手[ID：yuanboguoji114]

了解）

虽然在孩子的教育方面，目前看似

“求仁得仁”，但Rita仍有许多不为人

知的辛酸。

孤独，是困扰她最大的问题。

只身一人，没有亲朋好友、缺乏外

界交流，为了与这种孤独感抗争，Rita

努力地学习英语，连坐在车里等孩子下

课的间隙也绝不放过。

丈夫不在身边，她只能与孩子交流

。但当她对女儿的画作发表看法的时候

，女儿会反问她：你懂现代艺术家的画

吗？你看得懂杰克逊· 波洛克吗？你懂

毕加索吗？

与远在湖北老家的老母亲视频，是

Rita慰藉自己的一大方式。她总想与母

亲在镜头前多唠嗑唠嗑，但孩子们并不

这么想。听不懂湖北方言，隔代人巨大

的文化差异，让两个孩子每次都和长辈

打个招呼就走，留下Rita一个人聊家常

。

尽管如此，但对Rita来说，只要达

到了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目的，她就

满足了。

尔湾华人故事：年轻海归夫妇为孩子教

育选择再次出国

比起前两位妈妈，在美国加州尔湾

定居的张婧如今的生活，算是很圆满了。

张婧是成都姑娘，毕业于曼彻斯特

大学，原本在成都担任电视台的国际新

闻翻译；丈夫也曾在加拿大留学。

夫妇两人都是海归。在国内结婚生

子后，为了孩子的教育，决定再次出国

。

或许是因为两人都有过留学经历，

到美国后的日子，倒也过得顺当。

张婧的丈夫在当地找到了份金融业

的工作，为全家提供着还算不错的经济

支持。

张婧是全职妈妈，照顾着两个上幼

儿园的孩子，同时在一年之内，拿到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早教证书，盘算

着继续修读教育学或人类学。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是夫妻

俩共同的坚定信念。缘于此，在面对究

竟是回国发展，还是在这边和家人一起

重新开创新事业时，张婧的先生选择了

跟他们在一起。

对名校海归最终回归家庭，成为全

职妈妈，外界曾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很多人觉得，你出去留了学，干

嘛要在家带小孩，这是不是一种浪费？”

张婧却从未为此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在她眼里，自己所做的“牺牲”不算

什么，只要家人支持、认同，同时孩子

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一切都值。

她还把自己对中西育儿方方面面不

同的感受，都写在博客“橙子郡妈妈的

育儿日记”中。

不过，留美陪读的生活，还是有不

少地方与张婧的想象有所出入。“很多

人觉得在美国养娃不会花太多钱，但其

实教育支出还是挺大的。”

留美的实际花销让张婧不禁感叹：

孩子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张婧算过一笔账，紧巴巴地养一个

小孩，不出国旅行、不买各种名牌，一

年怎么也得花人民币20万左右。这还不

包括零用钱、娱乐开销，以及回国的机

票。

“养一个娃都够买几十个爱马仕了。”

在美国待了一年，张婧对这里的

生活越来越适应，她希望自己给孩子

们做出榜样，把这里的新家经营得有

声有色。

“家庭生活不可能那么完美，但是

有家人的支持，还有小孩也越来越大，

独立性也越强，我相信我的时间也会变

多，而且小孩成长之后他会理解你。”

资源、环境、更好的教育……

中国教育移民家庭：这条路再艰辛都得

走下去

三个家庭，对移民生活的三种完全

不同的体验，多多少都有常人无法体会

的辛酸：想要获得好的生活，在哪里都

需要付出代价。

只不过，这些移民家庭有一点是共

同的：他们对为孩子选择移民，不后悔。

王晓春一家虽然在国外无法立足，

却从没想过要回去。

北京交通堵塞、雾霾严重，都让他

们觉得对孩子来说不是很好。比如，去

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得堵两个小时，出

门还要考虑空气问题，等到了公园什么

游玩的心情都没有了。

但在新西兰，情况全然不同，想要

带孩子去公园享受亲子时光，任何时间

都很方便。

女儿欢欢就读当地一所新西兰公校

，几乎每个班级里都有华人学生，而只要

父母拥有移民身份或者持有合法工作签证

，孩子都可以在这里免费接受教育。

而更小一点的儿子也能在附近的社

区上免费的早教课，王晓春每天都会带

孩子去参加公益性的亲子活动，对此她

很享受。

Rita一家则是为了让孩子能获得更

优质、广泛、便捷的教育资源，选择了

以学术氛围浓厚著称的旧金山。用她的

话来说，在旧金山“一块木板砸下来，

10个里面有9个博士”。

正如Rita所想，旧金山的学校很重

视学习，同时竞争也很激烈。她来了之

后发现，美国培训机构之多，丝毫不输

于国内。想要考出好分数，孩子依然需

要参加各类补习班，体育艺术这些课外

活动也不能落下。

同时，因为父亲的耳濡目染，儿子

1岁多就开始在电视上观看高尔夫比赛

，从小就展现出很高的高尔夫天赋。

如今来了美国，Rita每周可以带着

儿子在附近的球场学高尔夫，这些都是

国内难以获取的资源。

而张婧考虑更多的，是自身与孩子

的健康问题。

张婧患有鼻炎， 成都的空气曾给她

带来不少痛苦。因此， 她格外希望两个

孩子能在蓝天白云的地方健康成长。

为此，她特别查阅过哈佛大学的研

究，认为阳光明媚的天气可以减少患上

抑郁症的几率，于是一家人选择在美国

加州落脚，觉得这里更适合孩子们的健

康成长。

来了美国后，张婧两个孩子的户外

活动时间，比在国内足足多了一倍。

同时，加州聚集着大量的外来移民

，对各个族裔的包容性很强。张婧女儿

的幼儿园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授课；

儿子虽然还没有上学，但已经能在图书

馆学习日语，参加图书馆的故事会，乐

高派对和手工课等活动。

尔湾的图书馆除了给孩子提供教育

资源，也会定期给父母列出书单，所以

张婧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抱十几本书回

家，“我们大概会读一个星期，每天两

三本，一会儿就读完了。”

虽然现在一家四口只能租着一间公

寓，但张婧很满意自己的移民决定。

在她眼里，至少孩子的教育问题得

到了很好的解决。

她笑着说，“成绩好，可以去斯坦

福大学，就算不好，也能到家门口的公

立大学读书，反正都是世界顶尖的名校

。”

阳光舒适的自然环境、开放包容的

人文氛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的教育

资源……对不少将教育摆在第一位的家

庭来说，这些都成了他们带孩子移民的

原因。

此外，海外移民的身份，给他们在

生活、教育上带来的便利，着实不少。

比如：

全球大部分移民国家 从小学到高

中的教育是免费的 ，而且每月还有教

育补贴等等。

子女获得移民身份后，就能 以当

地学生身份报名申请学校 。许多学校

会将大量的入学名额留给本国学生，所

以获得身份后，入读梦校的几率会更大

。并且一些国家移民身份的子女， 成

绩和证书是国际认证且通用的 ，省去

很多麻烦。

这些优待政策，对为孩子教育特别

愿意投入的中国家长而言，无疑是颇具

吸引力的，即使近两年受疫情影响，世

界各国的移民数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

响，教育移民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

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显

示，中国大陆以约1073.23万的输出移民

成为世界第三大移民输出国。

其中，子女教育是中国海外移民的

重要原因。因此，以教育为移民导向，

美国、加拿大常年成为中国移民海外的

热选；与中国地理位置临近、文化相似

的日本也热度逐年攀升。

当教育移民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化家

长的新选择，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了孩

子读书，辞掉高薪工作、抛家舍业跑去

异国他乡到底值不值得？

或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有资格回

答这个问题。

一位经历过6年海外陪读生活的妈

妈曾这样说：

“总有人问，作为陪读妈妈，这样

付出值不值？我只能说，如果你还没有

开始，劝你谨慎；如果你已经开始，劝

你坚持。值不值，这不是一场投资，全

在一段经历，一段感受。生命给你一些

历练的时候也总有一些收获，这些收获

和喜悦，有时候难以言表，它会在未来

漫长的日子里让你慢慢品尝那段岁月独

特的味道。”

值不值，全在一场经历，一段感受

。

每个家庭之于孩子的教育，都有自

己的选择，自己的故事。

当这个世界能通往罗马的大道越来

越多时，没有谁可以说哪一条路一定是

正确的、成功的。艰辛、付出、收获、

快乐……每条路上都存在。

选择生活，面对生活走在合适的路上

教育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许多，但具

体怎么走，世间没有准绳。

我们见过许多教育案例，不尽相同

，无非都是在结合自身家庭情况和教育

理念后，做出相对“合适”的选择。

有人选择留在国内，卖掉学区房，

逃离北上广，给孩子换个轻松的环境，

佛系养娃。

“漂”在深圳的麦子夫妇，卖掉百

万学区房，举家搬迁到大理来生活。夫

妇俩一边开了家农舍亲手打理，一边让

孩子就读大理的幼儿园。

儿子在天然、轻松的氛围里，干农

活、烤核桃，还爱上了画画，开了个人

画展。 麦子说，自从来了大理后，他

们没有为孩子能上哪个好学校操过心，

也没有因为孩子这次考试考了几分而焦

虑。

有人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包容开放的

环境，选择在国内就读国际化学校，未

来留学海外。

无论走的是哪条路，父母们都在用

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为孩子铺出一条光

明之路。

选择生活，面对生活。

教育，对于每个家庭而言，都是个

性化的。经济实力、语言文化、教育理

念、入学政策……都是在做抉择时需要

考虑到的因素。最终如何选择，归根结

底，还是离不开家庭的长远规划和对孩

子的定位。

“为孩子花1000万移民，我却连工作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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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時隔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時隔33年重新開放年重新開放

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在關閉三年之後重新開放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在關閉三年之後重新開放。。此前此前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該博物館暫停對外開放該博物館暫停對外開放。。圖為遊客進行圖為遊客進行
參觀參觀。。

德國雙胞胎北極熊寶寶首次亮相德國雙胞胎北極熊寶寶首次亮相
水邊嬉戲萌萌噠水邊嬉戲萌萌噠

近日近日，，德國梅克倫堡德國梅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羅斯托克的動物園裏西波美拉尼亞羅斯托克的動物園裏，，去年去年1111
月出生的北極熊雙胞胎月出生的北極熊雙胞胎KajaKaja和和SkadiSkadi首次在遊客前亮相首次在遊客前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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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殘奧會輪椅冰壺循環賽北京冬殘奧會輪椅冰壺循環賽：：
中國隊戰勝斯洛伐克隊中國隊戰勝斯洛伐克隊

北京北京20222022年冬殘奧會輪椅冰壺循環賽第十二輪比賽在國家遊泳中年冬殘奧會輪椅冰壺循環賽第十二輪比賽在國家遊泳中
心心““冰立方冰立方””舉行舉行，，中國隊以中國隊以77比比55戰勝斯洛伐克隊戰勝斯洛伐克隊。。圖爲中國隊隊員圖爲中國隊隊員
在比賽中在比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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