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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EB-2排期两个月前进两年多
NIW不再是鸡肋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5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
年6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中国大陆出生的
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2年6月1日
日前进到2013年6月1日。此前在2015年5月的
签证排期中，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请人的
排期截止日期从2011年4月1日前进到2012年6
月1日。这就是说，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请
人的排期截止日期在两个月中，前进了两年
零两个月。

曾几何时，NIW对于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
人来说，还被视为鸡肋，这主要是因为EB-2
常有漫长的排期，远的不说，就说在2015年1
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出生的EB-2申请人
的排期截止日期还刚刚从2010年1月1日前进
到2010年2月1日。那时算起来，中国大陆出
生的EB-2申请人要等五年左右才能递交身份
调整申请。

其实，排期的前进与否是一个动态变化
的过程，由美国国务院掌控，对有意获得绿
卡的外籍人士来说，既然无法左右排期的变
化，那就只能做好自己方面的工作，具体来
说，就是我们一直提倡的那样，申请人只要

符合条件，早递交NIW申请就能早排上队，等
排期到了也就能早递交身份调整申请。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尽
早递交NIW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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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Runner（续）

作者 朱昆

（接上期第三版）
4.备战
从六月底开始，就是四个多月的马拉

松的备战征程。马拉松训练远远不止是一
个跑，而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练习跑各
种长度和速度，还需要有交叉训练，力量
训练，和饮食控制等等。最具挑战性的，
还是伤病。一旦受了伤，生了病，脑子里
就痛苦挣扎着跑还是不跑，跑多少。眼看
着计划不能完成，心急如焚。伤病怎么预
防，怎么对付，都是马拉松的学问。比赛
不会给你伤停补时，也不会为你改期。输
了就是输了。最烦很多运动员，媒体，输
了就讲什么“伤了”，“如果不是”；也
烦马拉松比赛没跑好就说什么“要不是抽
筋了”，“要不是前面跑快了”……这些
本来就是竞赛的一部分。和生活工作比，
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体育比赛里，跑步
是最公平的。时间是唯一的尺子。

马拉松训练自然是个很幸苦的差事。
但是在这过程中，心里很充实，很幸福。
为了跟上制定好的训练计划，不管严寒酷
暑，下雨刮风，不管多忙，都要自己找时
间，说服懦弱的那个自己，毅然地跑出
去。大家经常讨论一天当中什么时候锻炼
最好，说起来有点奢侈。跑马的人抓到什
么时间就什么时间跑。最终常常只有挤掉
睡觉的时间。孩子睡觉后，也或家人起床
前，夜深人静，月黑风高，像个鬼影一样
孤零零地在外面飘。但是每次又完成一天
的计划以后，心里就是无法描述的满足
感，知道自己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周末算是最幸福的，时间可以自由点。
不过最长的训练也安排在周末，其实起得
更早，五点就要出门，因为一跑就是四个
多小时，早点可以避开日头。跑进林间小
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戴着头灯，只能听
见自己噼啪噼啪的脚步，和林子里虫子的
叫声。渐渐的，天就麻麻亮了。这时候，
最美的就是被一层浓浓的白雾笼罩着的农
田，淡雅宁静。可惜不能背着单反跑，只
好独享这景致了。跑着跑着，太阳懒洋洋
地升了起来，把农田照得逐渐透明，梦境
不再。再跑着，人渐渐多了起来，跑步
的，骑车的，牵着狗的，端着咖啡的，预
示着新的一天的开始。这时候我也跑完
了。身体非常疲惫，但同时又是焕然一
新。一边收工，一边迎着城市说，“Good 
morning!”

跑得最爽的是10月去佛罗里达度假的
一周。带上了跑鞋跑裤，住在海边。每
天一大家子还在沉睡的时候我就蹑手蹑脚
爬起来了。走到阳台上，海上明月有无比
的魅力，我却只能独自感慨。穿好衣服鞋
子，拿上水，跑出去。跑到天亮以后，在
路边的和海相连的“小河”里，不时会有
调皮的海豚跃出水面逗你玩。让心情也变
得轻快起来。跑完以后，走下沙滩，把鞋
脱了，趟到海里去泡泡发胀的小腿。凉凉
的，整个人都舒了。沙滩上，有人跑步，
有人钓鱼，有人拣贝壳，甚是悠闲。再往
回走，远远的阳台上传来稚嫩的声音“爸
爸！”Daddy回来了，可以出去玩咯……

5.大决战
跑啊跑啊，从酷暑跑到了初冬，天上

的烈日变成了纷飞的白雪，绿树都变成
了枯叉。这中间，小腿肌肉拉伤折腾了
两星期，还有一个感冒纠缠了大半个月。
就这样，终于快到比赛了。训练的最后
两周叫作taper，训练减量，是最幸福的日
子。休息得觉得自己都不会跑步了。比
赛前两天，需要让身体储存能量，叫carb 
loading。就是使劲吃碳水类食品。饿了好
几个月，终于可以放开吃了。那叫一个开
心啊。不幸吃太多了，胃一点也不感恩，
不但拒绝接受更多好吃的，后来跑起来居
然隐隐作痛。奶奶的，吃出胃下垂了？这
命苦的。

不用训练了，就上网看看赛道录像，
熟悉熟悉路线吧。这一看不要紧，哎呀
妈呀，车开呀开呀，左一弯，右一拐，转
来转去地没完没了。看得我腿都软了，赶
紧关掉。不就是26迈吗。要相信自己的训
练，相信科学，相信数字。这才慢慢平静
下来。真是手贱去点什么视频。

到了比赛头天晚上，照例把所有东西
都准备好，拍照，上传到Facebook给大家
检查有没有漏缺。早上很早起床，吃好喝
足，开车上路。天上星星闪烁，是个晴朗
的天，好兆头。人突然一下兴奋了起来。
攥紧了拳头，用力一挥，对自己说，“This 
is the day! Let’s do it!”

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这次出发比较早。
到了市中心以后，停车，存包，排队上厕
所，都很顺利。起点大道上，选手们人
山人海地挤着，这初冬的天气也显得不那
么寒冷了。大喇叭里叽哩咕嘟一堆煽情鼓
励，周围也是人声嘈杂，敲碎了这初冬清
晨的黑暗。突然，人群一下静了下来，场
上响起了美国国歌，大家肃静敬礼。国歌

唱毕，比赛就这样开始了！这么长时间的
全心训练，检验的时刻到了！

马拉松比赛最重要策略的是按照预定
速度跑，开始别太兴奋跑太快，后面能坚
持就坚持。很多人都是失败在开始太鸡血
上面。要提醒自己比赛没有奇迹，能把训
练的水平发挥出来就是最大奇迹了。我最
后基本做到了全程匀速。对于第一次马拉
松而言，算是实现了这个奇迹。这个可以
从我的排名变化看出来。我过半程的时候
排名是362名，后半程虽然比前半程还慢了
一分多钟，但是最后总排名前进到了267
。我后半程虽然一直在超人，但是远不到
95人。我知道其他人都因为各种原因中途
退出了。这就是马拉松。不，这才是马拉
松。大家都说，马拉松比赛从20迈(32公
里)以后才真正开始。“Respect the distance!”

有了训练作保证，整个比赛顺理成章。
照例是路边加油的人群，和你拍巴掌的小
孩子，和各种可笑的标语。开始跑地很
轻松，周围全是同样速度的人。过了半程
以后，周围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渐渐的，
旁边的人都在为你一个人喝彩。赛程过了
四分之三时候，我的双手双脚开始感到发
麻，但还可以坚持跑。跑着跑着，全程和
半程的赛道合并，和半马的尾巴队伍混到
了一起，知道终点已经不远。这时候，人
已经很累，勉强地维持着速度。手脚发麻
得也越来越厉害。坚持再坚持，终于，终
点就在前面！我拼出最后所有气力，冲
了！

时间定格在 3:13:12。就这样，梦想里
的马拉松成为了现实。并且我成功BQ -- 连
带下辈子的目标也提前完成了。

这时候的标准剧本应该是一下子百感交
集，眼泪忍不住往外涌。奇怪的是我一点
都不兴奋。原来看别人的比赛报告我都心
潮澎湃，自己身临其境反而没感觉了，这
是怎么回事？我跑傻了吗？奇怪。就是觉
得肚子好饿。我满眼泛着绿光，到处找吃
的。掠了一堆食物，一边走一边吃。过了
十分钟，走着吃着，感觉有点不对头……
我被救护车送去了ER……

就这样，跑步征程上收获了又一个惊
喜。两年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居然就这么成
为了现实。隐隐感觉还是有点不真实。

6.追
BQ了以后，屁颠儿地去买了一个梦寐已

久的那个“26.2”（马拉松的英里数）的
贴纸贴在车屁股后面。周围的朋友也渐渐
知道了。可惜大家对马拉松没什么概念，
更不知道波士顿标准是什么。朋友聚会如
果有人提起朱同学跑了个很快的马拉松，
一半人会探讨马拉松有多远，剩下一半人
感叹这天赋哪里来的。这一句天赋把我日

复一日的汗水抹杀殆尽。所以，在跑步的
道路上，跑版和跑友们给了我很多，只有
他们理解我的喜悦，他们使我的努力更有
意义。我也快乐分享着他们的每一份收
获。版上大家经常写训练和比赛报告。往
往无意中说的，很平常的一句话，我们看
了却会忍不住想流泪。我感谢跑步给我带
来的健康与快乐，也非常感谢跑步给我带
来的那一群跑友。跑步是孤独的。但是跑
步绝不寂寞！

2013年过去了。2014年我没想到在微信
上找到了中学时代的小伙伴们。有好几个
也前前后后开始跑了起来，甚至报名参加
了比赛。3千米，5千米，6千米，一万米，
半程马拉松！以前我们只能作赛场外的拉
拉队，现在我们也可以身戴号码去比赛，
也可以被加油，也可以挂奖牌了。太过瘾
了有木有！有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起分享
跑步带来的快乐，我心里无比开心！我爱
你们，我的小伙伴们！

至于我自己，2014年开始尝试了越野
跑，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参加了一个越野半
程马拉松。虽然头上戴着头灯，最后还是
摔了一个狗啃泥。惨。秋天，我又为自己
增加了一个个人10公里公路跑的记录（38
：39），填补了空白。比赛让跑步更好

玩。不过，现在跑步于我，已经是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已经不需要比赛的刺
激。它像毒品一样，让你老惦着它，惦记
着那种在大地上奔跑的感觉，那种行云流
水的舒畅，以及跑完以后的满足感。几
天不跑人就浑身不自在。今年纽约马拉
松上，美国Times杂志采访了一位老太太 
Ginette Bedard. 她69岁才跑了第一个马拉
松。75岁打破了她这年龄段的世界纪录。
现在81岁了，她还在跑。她住在湖边，每
天早上起来在湖边的沙滩跑步。记者问她
准备跑到什么时候，她说：“I’m going to 
do this until destiny takes me away.” 老太太
很风趣，看着自己的奖杯上写着“80-99”
年龄组，说，“O.K., I’ve got 20 years to go 
yet. There’s no one left. It’s easy to win.” BQ以
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当我老了以后也还
能像她一样跑下去！

没错，跑步是单调的，但是跑步不是
枯燥的。你叫它跑步，我叫他入定。人每
天都需要一个安静时刻，尤其对于我这样
性格的人。平时公司里，家里，到处乱哄
哄的，只有在跑步的时候才拥有真正属于
自己的宁静。因为这个原因，我跑步从来
不听音乐。在现代社会，这份宁静已经变
得那么奢侈，我格外珍惜。跑步的时候，
看着周围的风景，思想是自由的，什么都
可以想，什么都不用想。跑完以后，身体
是疲惫的，精神是新鲜的。当然，生理学
家会告诉你，是那个内啡肽在作怪。

记得高中陈老师教语文的时候，有一
次课堂作文，题目叫“路”，文体自定。
我写了一篇荒诞式的散文，被陈老师选出
来读，一个女生帮我读的。作文里，我也
在不停地奔跑，直到奔跑已不再是为了一
个目的地。5年前的那个奇特的梦，不知道
是不是在中学时就种下了种子。从2011年
开始常规跑步以后，我就开始了一个新的
生活，仿佛获得了重生。这个感觉非常明
显，非常强烈。有人说，我们在工作和孩
子之外，还要留点时间给自己，给自己点
梦想与追求。这样的生活更充实，更有意

义。我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当有了其它追
求以后，人在工作家庭的生活中，心情也
会更健康，对生活工作中的挫折更可以积
极对待。看看周围，有人追求减肥，有人
追求球技，有人沉迷摄影烹饪，有人献身
公益。所有这些，有努力就有收获，它们
就这么简单。当其它一切都让你失望的时
候，你还拥有这个梦想，让你骄傲，让你
不舍，让自己用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这
个世界。回顾这段旅程，我感谢当年迟疑
却坚决地问自己的那一句：“WHY NOT”。

北卡州有一个中学生，名叫Kayla 
Montgomery。4年前她踢球时候奇怪地摔
倒，原来是患上了一个不治之症，影响她
的神经。她不能再踢足球了。但是她没有
从此屈服于医院轮椅的命运，而是改去跑
步，虽然她跑得并不快。由于她的病，每
次跑着跑着，随着身体发热她的腿就会失
去知觉。到终点以后，她也做不到自然停
下，而是直接瘫倒。就这样，每次比赛教
练都在终点等着她冲线，然后直接接住瘫
倒的她，抱出跑道，放在地上，帮她冷却
双腿逐渐恢复知觉。到现在，个子小小的
她越跑越快，已经成为了一匹快马。今年5
月，她最后一次代表中学去州里参加3200
米比赛。在第一圈她不巧被绊到，摔倒在
地，落在了最后。爬起来以后，她渐渐超
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直到最后一圈，终于
超过了最后一个选手，第一个冲过终点，
最后一次摊倒在教练怀里。她拿到了州冠
军！电视里记者采访她，你的腿这样为什
么还要跑步？她天真地笑笑说，“Because 
it makes me happy.”我的心一热，眼睛就要
湿了。真的，就可以那么简单，就是那么
简单！她说:“以后某一天，我可能就再也
不能跑步了。但是至少当我可以的时候，
我尽力了。”在追梦的过程中，她是幸福
的。

时光荏苒，多年不见的你，心中是否
也依然有梦？

让我们一起去追……
 （全文完） 

美国EB5投资移民最低门槛
可能提高到80万美元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今年五月EB5宣布出现排期以后，美国投
资移民政策还将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国会将在今年9月份再度审议EB5区
域中心计划的延期。据估计，该计划得以延
期甚至永久化应该不是问题。但大家更关心
的是国会是否会增加EB5投资最低门槛。目
前的最低投资金额（50万在目标就业区）自
1990年EB5法律颁布之后的25年期间就没有更
改过。目前，美国的EB5有90%投到了50万低
门槛的目标就业区。

考虑通货膨胀及物价指数，25年前的50
万美元相当于现在90万美元的购买力，而现
在的50万美元只相当于25年前27.5万美元的
购买力。如此低的投资金额能否真正创造10
个就业机会，是有质疑的。因此移民局已经
向国会提议将TEA（目标就业区）的最低投资
金额有50万增加至80万美元，其他常规地区
投资额由100万增加至180万美元。

另外还有一种提议是国会干脆就取消50
万目标就业区（TEA），一律改为100万或者
更高。目前，很多EB5项目都灵活地取得了“
目标就业区”的认定，但这些所谓存在高失
业率的目标就业区往往位于最繁闹的都市，

譬如纽约曼哈顿。这与国会立法初衷有很大
的背离。真正失业率高的地方反而没有因此
而吸纳到急需的资金。

2015财年EB5总计10224个签证额度，目
前已用完7699个。其中中国大陆6819个，占
88.56%；越南244个，排名第二；台湾83个，
排名第三；印度58个，排名第四；韩国54
个，排名第五。

结论
此外，我们相信美国的EB5不会随着门槛

提高而热情降低。EB5在2015年财政年度的排
期答题会保持在2年的时间。到了2016年财政
年度后期，可能排期会延长到2年半。

绿卡不是等来的，是抢来的。心动更要
行动。

提高EB5计划最低投资金额似乎不可避
免，再加上排期的影响，张大钦律师因此建
议那些已经决定或者有意向做EB5的投资人，
尽可能赶在9月份涨价之前提交I-526申请。
一方面是少花钱办大事，另一方面，也可以
更早获得优先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