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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记录我在旧金

山飞武汉的飞机上看到的听到的

世间百态。因为日后很大可能会

待在旧金山湾区，和这个航班日

后也许还要打好多交道。

在这个航班上看到的不同人

群，我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

曾经的影子，也许未来的影子，抑

或是身边人的影子。

今天的航班有些特别，将近

30%的乘客都是出国考赛达的高

中生。赛达出国考据说不会压分，

所以越来越多的有条件的孩子都

选择来海外考。夏威夷，洛杉矶，

旧金山，波士顿……考完试顺便

访个校，购购物。

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么多高中

生聚集在一起了。没想到过了三

四年，一身黑的潮人打扮，加上夸

张的类似风火轮一样的球鞋，还

是风靡在热血青春里。

唯一不同的，如今的风格稍

微多了一些低调的奢华，比如说

一身松松垮垮的黑色装扮外，背

着带着链条的小资包包，从

Chanel 到 YSL。这些配件让原本

稚嫩的高中生看起来更有社会参

与度，为国家的经济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

在快上飞机的时候，所有人

要统一拿买的免税品。机场执行

人员可是笑开了花，三大车的物

品被送到柜台处，拿免税物品的

队伍从值机通道排到了外面。刷

登机牌前，一个拿着三个 tory

burch 袋子的妹妹戳了我一下。幸

亏我衣服比较厚，不怕痒。

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似乎看

到了一些社会缩影，富足且张扬，

审美及其统一，自由却自我，自信

而又胆怯。他们是矛盾的，是探索

的，也可能是盲从的。让人担忧的

是，从四年前我还是高中生的时

候到现在，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

发展，这样似乎成了主流。

候机的时候，两位 60 多岁的

奶奶坐在了我旁边。她们的对话

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和外婆，于

是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随着 70 后 80 后知识移民的

越来越多，许多家庭的老人都当

上了空中飞人。左边的穿橙色衣

服的奶奶，家里是武汉土著，女儿

现在在湾区当家庭主妇，女婿在

科技公司做码农。谈起她的女儿

女婿的时候，这位奶奶眼里满是

自豪。这次来也是给女儿带刚出

生的二胎，因为腰不好，所以家里

请了阿姨做饭。

右边的习惯说武汉话的奶

奶，具体背景不详。女儿学历极

高，40 岁生了孩子，老人自然当

个宝。武汉话奶奶说道:“当年跟

我女儿一起读大学的，现在都出

来了。其实啊我跟你讲，没有出来

的都是因为学历不够所以眼界不

高。”我不敢苟同，但是又不想伤

害到老人的自豪感，所以我继续

安静地听。

“但是啊，出来也不好。住的

地方偏僻，什么都没有。晚上连个

跳广场舞的地方都没有。”我想到

了我的外公外婆，从我记事起，起

码飞了 10 次来美国照顾我的表

妹们。但是每次来到了美国，因为

家里住在市郊，老人不会开车也

不会英语，家成了他们唯一的战

场。每周一期去 COSTCO 是唯

一的消遣。

两位奶奶的对话一针见血地

道出了如今一代移民面对着的困

难。美国生活物价低，工作更为保

障和轻松，但是孩子没人带，父母

没人照顾，夜间活动也不丰富。而

父母这边，在美国如同坐牢一般，

可是他们在无比后悔的同时却又

无比骄傲。后悔将儿女送去那么

远，骄傲觉得出了国的儿女就是

比留在国内的同龄人强。这些个

社会现实不一定认知正确，但是

却悲哀且大范围地存在着。

飞机上，我和我右边的阿姨

开始攀谈。阿姨现在在美国某个

百强公司当系统构架师，作为女

性能在行业里到达如此水平着实

让人敬佩。阿姨知道我是留学生

且马上要进入社会后，和我分享

了她当年的故事。

当年来美国，研究生只需要

托福和 GRE，也不需要花里胡哨

的活动，大部分学生也有学校的

奖学金。但是当年需要的，是破釜

沉舟的勇气和一往直前的勇敢，

却也是如今当代留学生最缺少

的。

阿姨刚到美国的时候，和丈

夫商量着要孩子，不多久就怀孕

了。可是还住在学生宿舍，所以条

件特别拮据，平时也只是靠着奖

学金勉强过活。

“我先生，圣诞节的夜晚去黑

人和拉丁区送比萨。很危险，但是

当时哪有想那么多，拿到了 20 块

的小费就高兴的不得了。两个人

一起去 taco bel 吃了圣诞晚餐。”

“之前家具都是在学生宿舍

的楼下捡的，教堂里面也会有一

些免费的家具。一直到搬到了第

二套房子才开始买新的家具。”

“我大着肚子的时候要给别

人上家教，自己开车到地铁站，然

后车停在那，再坐地铁去那个人

家。然后再这样回来。”

真的不容易。从学生宿舍到两

室一厅的公寓，到最好的学区房，

从假期窝在租的房子到现在每年

去各个地方度假。她的一步一步奋

斗在她的述说中显得无足轻重，但

是我知道，这 20年的岁月，都是汗

水，都是奋斗，都是青春。

飞机 14 个小时，目睹了在美

的中国人和华人的众生百态。

20 年前的留学生和如今打

算留学的高中生不一定是完全矛

盾的，如今也有如同阿姨一样的

留学生，20 年前也有和这些高中

生一样的幸运儿。

当我们离开几千年来中国人

生于斯，长于斯，最后又终老于斯

的土地的时候，原本的循环和平

衡就已经被打破，于是我们看到

了更多的芸芸众生相。奋斗与懒

惰，期待与失望，渴望和求而不

得。 （节选自《华人周刊》）

社区民众拉群实现邻里互助
澳广网 10 月 22 日报道，微信目前

在澳大利亚有 250 万名用户，这让一些

社区民众通过拉群的方式实现邻里互

助。

住在布里斯班的女士莱拉·陈在深

夜听到一声巨响后，感觉楼下有人。她

报完警后也在她加入的当地微信群“昆

州危险救助邻里互助”(有 2500 名成员)

发送了自己遇到紧急情况的信息。

她说：“我只叫醒了睡在另一间卧

室的母亲，她说她也听到了响声，所以

我们都不出声。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

我的女儿住在我旁边，我只是有点担

心。”

住在附近的约翰森·张看到了群里的

消息后，几分钟之内就到了莱拉·陈家。

他说：“当她打开门后，我告诉她留

在卧室，我到她家进行检查，看看有没

有人藏在这里。”

尽管他并没有发现任何人，但是这

让莱拉·陈感觉好多了。莱拉·陈说：“他

在房子周围也检查了一遍，让我感觉非

常安全。”

警察也表示，他们也在周边进行了检

查，但是没有发现有入侵者的迹象。

组织者不鼓励自发的治安行为
据悉，澳洲近几年有数万名民众加入了

类似微信群聊的组织。其中最大的一个邻里

互助在线组织是墨尔本男子刘汇丰在

2016 年建立的 SOS-AUS，也被称为

AEAAI。该组织拥有5万名成员，刘汇丰表

示，他希望未来3年内成员人数能够翻一番。

不过，刘汇丰也表示：“SOS-AUS

和类似的微信群组织并不鼓励自发的

治安行为。保证安全才是我们的第一任

务。在大型犯罪现场，我们建议志愿者

不要进入犯罪现场，而是以目击者的身

份向警方提供信息。”

同时，布里斯班高级警官肯恩·容

表示：“微信组织也帮助了警察，有越来

越多的目击者向警方提供信息。反馈非

常积极。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我们希

望有更多人注册来获得准确的信息。”

（据《澳广网》报道）

与华为合作成立 5G

创新中心、与清华大学等

20 多所中国院校进行科

研合作……英国萨里大学

校长逯高清 10 月 19 日在

上海接受媒体专访时表

示，中英关系处于黄金时

代，未来还会进一步发

展，“会不遗余力地为中

英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繁荣做贡献。”

当日，英国萨里大学在

上海为本校的中国留学生

举办了专场毕业典礼。逯高

清出席典礼并为数百名中国

留学生授予毕业证书。

出生在山东农村的逯高

清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赴澳大

利亚留学。他曾当选澳大利

亚最年轻的技术科学与工程

院院士，是新中国后第一位

华裔英国大学校长。

逯高清认为，自己的

人生经历充分说明教育改

变人生。在他眼里，大学

是学生成为一名“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的一条很好

的途径，大学给学生的不

仅有“知识”还有“环境”，

“你会和同学、老师还有

社会去接触，这种环境是

非常难得的。”

谈及对中

国留学生

的印象，

逯高清表

示，中国学生目前是英国高

校国际学生中人数最多的，

是英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桥

梁和使者。如今的中国留学

生家庭条件更好，性格也更

活跃、更开放。身为大学校长

及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

他希望留学生们，在努力学

习的同时，尽量多参与社会

活动，这样做“对以后参加工

作、提高自己领导力都有帮

助。”

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萨

里郡的萨里大学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英国著

名综合性公立大学，

在人工智能、移动通

信和卫星空间技术

等领域的研究能力

世界领先，培养出了

4 名奥斯卡得主，21

位皇家学会皇家工程院

院士。

逯高清表示，一所优秀

的大学最重要的是“人才”。

大学既是一个培育人才的

地方，也是最需要人才的

地方。大学排名并不意味

着一切，大学的真正宗旨是

通过教育和研究两方面对社

会产生影响。

（选自《中新网》）

海外生活

国际航班上的观察：

□南山

英国首位华裔大学校长逯高清: 拉群互助：

据澳洲当地媒体报道，尽管在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人遇到紧急情况时的第

一选择是拔打报警电话 000，但是数万名华裔居民现在开始使用中国社交媒体

微信(WeChat)来获得求助。警察也表示，这协助了他们的调查工作。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英国萨里大学

萨里大学校长逯

高清向毕业生授予毕

业证书并给予祝贺

旧金山中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