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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recoveryautos.com 专业经销, 维修各种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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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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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故障修理: 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长年提供拖车服务及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电话：317-817-9300  317-844-9452  317-427-3508  317-727-5208
地址：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 IN 46280. 106th and College Ave. Carmel Area.

车型

修理项目

如果记录片《穹顶之下》成为全
中国醒来去治理雾霾和日益恶化的环
境的转折点, 柴静的疾呼可以说是功德
无量。我当年曾经戏称奥巴马总统的
诺贝尔和平奖应该分点给我去付孩子
的大学学费就好了，现在觉得那奖还
不如颁给柴静。

在中国各项政治指标趋紧和柴静
旋风般记录片被封的今天，如果我们
还有梦想，那就是能够看到中国允许
公开的电视媒体的未来。柴静有能力
成为中国的Barbara Walters（芭芭拉·
沃特斯)的潜质, 沃特斯是以犀利著称
的美国电视新闻界的传奇女性。沃特
斯为六四后首位访问北京并采访了国
家主席江泽民的西方新闻大牌，她当
时指着长安街上挡坦克的勇士的照片
问道：“先生，你能告诉我，这年轻
人怎么那？”，六四前，还与上海学
生卖弄过背诵林肯的《盖茨堡演讲》
的我们的“亲爱的领袖”，当时竟然
拒绝给出有关该年轻人的命运的任何
消息。

江 泽 民 其 实 完 全 没 有 领 悟 林 肯
演讲这最后一句话的精华：“……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人民所拥戴的政府，
必然是人民选出的政府，最终也是为
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才能长治久
安而不从地球上消失）。这些奠定美
国的经典文件还应该包括《美国宪
法》和《美国独立宣言》等等。我总
是觉得中国学生既然花费父母巨额款
项来美国留学，基本美国经典的精髓
应该下功夫去深刻领会。

美国犹太裔的杰出主播Barba r a 

Walters, 曾经是美国电视首位做过短暂
晚间新闻主播的女性。美国传统上晚
间新闻完全由男主播垄断，芭芭拉打
破过这个常规。虽然她还是没有持久
在主播位置做下去，但是她确实为现
在的女性主播起到了打破天花板的作
用。她后来则是以专访节目著名，很
多经典的采访跨越了政界，商界和娱
乐界，所以柴静还有一个开拓眼界和
积累经历的过程。

沃 特 斯 采 访 的 精 彩 片 段 数 不 胜
数，在这里仅举出一个令我印象深刻
的。美国ABC电视台每年在转播奥斯
卡奖的那个晚上，在芭芭拉退休前都
会由她在颁奖前主持一小时的访谈节
目，名字应该是：“Barbara Walters' 
Oscar Special" (芭芭拉·沃特斯的奥
斯卡特别节目）。我记得很多精彩的
片段，现在仅凭记忆复述或演绎，
芭芭拉于2008年采访好莱坞超级巨星
Harrison Ford的对话片段，只能把大意
说在这里，也不知能否用中文反映出
那效果来？

Barbara Walters: 啊，马上就是，迷
人的奥斯卡之夜了。

Harrison Ford: 那当然。

Harrison Ford: 这么多棒的电影，
还有那些令人陶醉的电影明星，我的
那些同行们。

Barbara Walters: 哈里森，你拥有多
么灿烂的电影生涯呀。

Harrison Ford: 我应感谢上苍。

Barbara Walters: 看看你塑造的那些

难忘的角色，看看Star Wars，Indiana 
Jones，还有后来的Fugitive。

Barbara Walters: 他们伴随着孩子们
长大，也给我们成人留下多少难忘的
记忆啊。

Harrison Ford: 芭芭拉，你对我太
仁慈了，谢谢你！

……

Barbara Walters: 但是，我还是不得
不问一个问题。

Harrison Ford: 可以啊。

Barbara Walters: 你知道吗？我不想
让你今天哭。

Harrison Ford: 坐在芭芭拉对面，
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说吧！

Barbara Walters: 你红片了半边天，
并且长盛不衰。

Harrison Ford: 谢谢你，芭芭拉。

Barbara Walters: 我的问题是：你被
奥斯卡提名过，但是为什么你从来没
有得到过一次？

Harrison Ford: 芭芭拉……

哈 里 森 用 加 强 语 气 说 出 “ 芭 芭
拉”的名字时，先带着玩皮的苦笑，
后来眼泪真的出来，开始哭了。芭芭
拉则试着去拿纸巾。(若需大学升学咨
询欢迎联系作者：wu_xiaobo@hotmail.
com)。

柴静拥有成为中国的Barbara Walters的才华
作者：吴晓波

4月中国EB-2排期前进7个月 
EB-3排期倒退10个多月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015年3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
年4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2015年4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生
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0年9月1
日前进到2011年4月1日。印度出生的EB-2申
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07年1月1日前进到
2007年9月1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EB-2没有
排期，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有名
额。而在EB-3类别，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的截止日期从2011年10月22日后退到2011年1
月1日。印度出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2004
年1月1日前进到2004年1月8日。

目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EB-5投资移民，
有名额即时可用。 

目前，对于出生在中国大陆的NIW EB-2

申请人来说，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
递交身份调整申请。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
配偶出生在除中国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国
家或地区（包括港澳台三 地），您在递交
NIW申请时，可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
额，同时递交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期。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大更
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考虑申请EB-1。EB-1类
别目前有签证名额可用，无需等待排期。我
们有不少客户先委托我们申请了NIW, 后来有
了更大更重要的成果，又成功地申请了EB-1
，如今已拿到绿卡。

如果您不能确定您是否符合申请NIW的
条件，您可以联系张哲瑞律师作免费咨询: 
info@hooyou.com 。张哲瑞律师会帮助您选
择最适合您的申请类别，并为您提供具体的
申请策略。

柴靜的《穹頂之下》，讓空氣污染問題再度成為中國民
眾熱門的話題。能讓民眾參與討論，本身就是成就。但是
柴靜現像的背後是不是又反應了另一些問題呢?

柴靜用有限的資源，和她個人的媒体工作經驗，在現
成的資料裡組合了這篇報告。但是霧霾並不是今天才發生
的，她所提及的資料沒有一項是資源比她大千百倍的主流
媒体不能做到的。 柴靜能創造出這般震撼，這些年中國其
他的主流媒体幹啥去了? 

另外，北京的霧霾人人痛恨。 可北京市民是中國最有
話語權的天之驕子，空氣污染也絕不是中國唯一的污染問
題。 遍及全中國各地的水污染，和極不容易清除的土地污
染問題，又能得到多少重視呢? 如果大部治污染的資源都治
北京的霧霾去了，各地的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又怎麼辦呢? 

柴靜現像讓不少中國人焦慮。網路上充滿了對她個人
的謾罵攻擊，這在中國倒也見怪不怪。說是利益集團在背
後推動也好，說是政府在推動也好，總是有不少人反對她
的。其實，想想那些網管們也可憐，查兩會的言論都忙不
完，還半路殺出個柴靜?  

說實在的，也不能全怪謾罵她的網民。 如果萬一全依
了柴靜的，或者從此每天都是「APEC 藍」，也就是說每天
都關了大批造成污染的工廠，中國的工業該何去何從? 幾十
萬人都得丟飯碗, 這又如何是好? 

污染，和治污染，本身就是各個不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和
妥協。 中國走過了工業化，不小心走進了污染，引來了柴
靜現像，和對她的謾罵攻擊，和各方的討論。 這難道不是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嗎 ?

柴静现象背後的反思
作者：平常心

柴静和芭芭拉·沃特斯

哈里森·
福特和他的电
影：Star Wars, 
Indiana Jones
和Fugitive。

同一受益人提交多份H1B申请
可能收到拒绝倾向通知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一般禁
止同一公司在同一申请年度为同一受益人提
交多个受配额限制（Cap-Subject）的“本质
上相同”的H1B申请，以增加抽签选中的机
会。同一公司的关联公司也受同样的限制，
但有一些例外。不过，本条禁止性规则似乎
在过去几年没有被严格执行。然而，针对
2015财年（FY15）的H1B抽签，移民局已开始
向几乎完全相同的H1B申请发出意向拒绝倾向
通知书（NOID）。

同一公司与相关公司的概念及规定

2008年，美国移民局签发临时调整规
定，意在阻止公司试图通过为同一人提交多
份Cap-Subject申请以增加在H1B抽签机会的
行为。根据这一规定，如果雇主为同一雇
员在同一年度申请一个以上的Cap-Subject 
H1B，移民局有权拒绝或撤销单个或全部申
请。

该规定还禁止了公司的关联公司为同一
受益人提交H1B的情况，除非工作机会是“完
全不同的工作岗位，即关联公司有合法的业
务需要为同一受益人提交两个或多个独立的
H1B申请。“也就是说，在申请的时候，每个
用人单位都必须有一个独立的，真正的岗位
需求。

此规定没有对“相关公司”的概念给
出明确的定义，而是简单地列出了几个

例子，比如母公司，子公司或关联公司
（affiliate）。因此，如果USCIS针对H1B申
请回复NOID或RFE（补充材料）通知书时，提
请申请的雇主承担着证明为何本次申请应该
通过的举证责任。

如何举证

针对2015财年递交的H1B申请，目前已有
申请者收到NOID通知书。尽管多个公司有不
同的联邦纳税号 (FEIN)，但是移民局依旧可
以通过是否有相同客户、工作地点、工作职
责描述等方式来推敲是否多份申请为相同或
一致的内容。

针对NOID通知，移民局给出了两种方式
来避免案件被否决。首先，NOID要求证明多
个公司之间没有关系。这点可以通过举出多
个公司之间不同的公司存在方式、组织结
构、所有权等多种文件来证明。其次，如果
公司有关系，也可以通过证明多个公司有独
立的、不同的业务需求，来证明存在多个不
同的工作机会，可以提交多份申请。

结论

在雇主为雇员申请H1B时，应该清楚配
额的相关限制，不要对移民局的判断力存有
侥幸心理。对于已经收到NOID通知的公司，
应及时咨询律师应对，在截止日期前尽快回
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