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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排期表发生重大改变
10月中国EB-2排期大幅前移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
年10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2015年10月的排期表上有重大变化，具
体来说，有了两个排期表：

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移
民签证可能被最后批准的日期); 和

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 (最早
可递交身份调整申请的日期)。

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
表上，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为2012
年1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为2011年10
月15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为2013年10月
8日,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早于这些日期的
移民签证申请可能被批准。

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
上，中国大陆EB－2的排期截止日为2014年
5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为2013年10月
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为2015年5月1日,
也就是说，那些早于这些日期的申请人可
递交身份调整申请。这一排期将使获I-140
（I-526对EB-5而言）批准的外籍人士可早
日递交I-485申请，尽早申请到EAD许可工
作或用回美证回国，或早日按照AC21的流

动法则换工作，对中印两国的申请人是利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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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启平永垂史册的经典：《落日》

一九四五年九
月二日上午九时十
分，我在日本东京
湾 内 美 国 超 级 战
舰 “ 密 苏 里 ” 号
上，离开日本签降
代表约两三丈的地
方，目睹他们代表
日本签字，向联合
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
了中华民族七十年
来的奇耻大辱。这
一 幕 ， 简 单 、 庄
严、肃穆，永志不忘。

天刚破晓，大家便开始准备。我是在七点
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
密苏里”号的。“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
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走动
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
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
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
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灰色的舰身
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
空。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
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
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小艇
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
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
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楚，躺在
远远的早雾中。

签字场所

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
上层甲板上。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
舰“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案，
因为太小，临时换用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用

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布。桌子横放
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
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
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门，如同装饰着织
绵画一般，装着一面有着十三花条、三十一
颗星、长六十五英寸、阔六十二英寸的陈旧
的美国国旗。这面旗还是九十二年前，首次
来日通商的美将佩里携至日本，在日本上空
飘扬过。现在，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桌
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
方，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将
排列美国五十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五
十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
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其余
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将
领指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
者们占住了。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径的
机关枪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
两三丈远。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梯出
入口的地方，排列着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
仪仗队，口上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
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

八点多钟，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
站好了。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
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
的立场讲，他是主人。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
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
寒暄。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
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
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五星将旗。海
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
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骑的那匹
白马。他说，想等击败日本之后，骑上这匹
名驹，参加美军在东京街头游行行列。他还
说，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
鞍，准备到那时赠他使用。一个中士也从千
里外写信给他，送他一副马刺，并且希望自
己能在那时扶他上马。我还想起，第三舰队
在扫荡日本沿海时，突然风传“密苏里”号
上正在盖马厩。现在，马厩没有盖，银驹未
渡海，但日本代表却登舰签字投降来了。

乐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文字记
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笔记。摄影记
者更是千姿百态，或立或跪，相机对准各处
镜头，抢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这时候，
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其中两个
身穿红军制服，仗着不懂英语，在舰上到处
跑，任意照相。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
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点，听候英语命令，
无法随意挪动。这时，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
多了，都是美国高级将领，他们满脸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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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笑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
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级军官。

代表到来

八点半，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
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
动身来的。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
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
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哗叽军服，左胸上
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
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随后，英
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
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这时，记者大
忙，上层甲板上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
所。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
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荷兰话、俄
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身移影动时，
只见中国代表身穿深灰黄军服；英国代表穿
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裤制服，并穿着长袜；
苏联代表中的陆军身穿淡绿棕色制服，裤管
上还镶有长长的红条，海军则穿海蓝色制
服；法国代表本来穿着雨衣，携一根手杖，
这时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黄卡叽制服；
澳洲代表的军帽上还围有红边……真是五光
十色，目不暇接。

八时五十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
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他也是坐驱逐舰从
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陪他进
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
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军
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
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
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五十位海军将
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
安排好的位置上。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
将到。我急急翘首望去，只见一艘小艇正向
军舰右舷铁梯驶来。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
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
板。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
后，即放下手立正。乐队寂然。日本代表团
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
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登梯时有人
扶他。他头上戴着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登
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随
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他们一共十一个
人，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
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
桌而立。这时，全舰静悄悄一无声息，只有
高悬的旗帜传来被海风吹拂的微微的猎猎
声。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争后，一次在上海
虹口阅兵时，被一位朝鲜志士尹奉告投掷一
枚炸弹炸断。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
令，著名的《何梅协定》日方签订人。他们
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
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仪式开始

九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
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
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
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
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
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
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
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
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
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
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
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
又折回入队。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
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
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
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
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
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
这时是九时十分，军舰上层传来一声轻快的
笑声，原来是几个毛头小伙子水兵，其中一
个正伸臂点着下面的梅津，在又说又笑。但
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很快也
不出声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
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
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
魏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
领，潘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

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
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
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
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
共享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
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
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
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是他的左右
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
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
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
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我转眼看看
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
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
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
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洲最
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
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
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
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
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
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
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
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
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
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
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
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
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投降书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

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
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麦克阿瑟的参
谋长苏赛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
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
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
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
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晌，日本人
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事后得知，原来
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
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
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
签错了，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
和麦克阿瑟商量。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
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
作为证明。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
是乾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
去。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十一架超级堡垒
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
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

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
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
飞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
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
向飞去。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
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
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二十岁满
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
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
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
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
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流血牺牲，胜利虽
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
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
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
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旧
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1945年9月3日写于横
须贺港中军舰上)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朱启
平作为战地记者被派往日本现场
采访。9月2日，他目睹了中丶英丶
法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
号”上接受日本政府投 降仪式。
其现场报道《落日》次日在《大公
报》上发表，轰动一时，被公认
为“状元之作”，后来还被列为大
学新闻典范教材。在日本投降签字
7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重温昔
日的美文，纪念历史

1945年9月3日《大公报》截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