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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光纖之父--高錕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保证一步到位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人寿保险，投资理财，奥巴马计划 

Auto, Home, Rental, health, Commercial, Life, Investment, 
Obama care 

电话 (Phone)：（317）688-1684     
电邮：lilly_david168@yahoo.com 

有 時 候 ,
越是無處不在
習以為常的東
西,越容易讓
人忘記它原本
的珍貴.比如
下面這種透明
度很高,粗細
像蜘蛛絲一樣
的玻璃絲。它
是如今我們全
部電話網、電
視網、互聯網
的基礎——光
纖。 

因 為 有 了
它，人類得以享受到更快捷、便宜、清晰
的通信傳輸，才有可能擁抱今天的資訊社
會。 

光纖引起了如此劃時代的巨變，可是
它的發明者——高錕， 對大多數人來說
都是個陌生的名字。 

難怪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到他時動情
地說：“世界欠你一個大人情！＂可是任
何偉大，都不是輕輕鬆鬆成就。 

從被外媒諷刺為癡心妄想,到堅持想
法排除萬難做出成果,再到最終獲得諾貝
爾獎的認可,他等了43年。2009年整個中
國都喜氣洋洋，高錕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成為第八位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華裔科學
獎。可是很多人卻說，一切已經太遲了。 

原來早在六年前70歲的高錕被確診患
有阿茲海默症（俗稱老年癡呆)智力將會
逐漸退化,變得像孩子一樣單純，此時的
他甚至已經記不得自己心愛的研究成果。

諾貝爾獎用特殊的安排向老人致敬:
高錕被免除走到台中領獎,鞠躬三次的禮
儀.瑞典國王破例親自走到他面前為他頒
獎。由於疾病，獲獎感言只能由他的妻子
替他發表。“謝謝＂是他全程僅說過的兩

個字。

高錕出生名門他的生活本來可以輕鬆
的多,他的祖父是清末民初著名愛國詩人
高吹萬,父親高君湘是留美歸國的執業律
師，堂叔父高軍平是近代著名天文學家，
弟弟高峿是美國天主教大學終身教授。

中間的是高錕雖然家教很嚴，但高錕
從小就對“動手實驗＂十分感興趣，在“
熊孩子＂的路上越馬不停蹄......他曾
經和同學成功電解水，自製氫氣。

另一次是把紅磷和氯酸鉀塞進濕潤的
泥土，製成泥炸彈。“這個實驗十分成
功，我們用泥球擲向貓狗，把它們嚇個半
死，我們則樂透了＂ 

還有一次偷偷摸摸做的實驗更了不
得，還好最後意外敗露了......“當時
我們手裏的氰化物（1g能毒死六七人），
足以毒害全城的人＂家裏人從此禁止他碰
化學實驗，但真正的熊孩子是不會輕易屈
服的！

他又迷上了無線電，並成功地裝了一
部有五六個真空管的收音機。“當我們最
終由耳筒裏收聽到電台廣播，那感覺奇妙
極了。在什麼也沒有的空氣裏，竟然可以
蘊藏音樂，簡直是魔術＂

正是有鼓搗無線電的這段經歷，在高
錕心裏埋下了電機工程的種子。所以以後
對待家裏的熊孩子，還是要以批評教育為

主，人家可能只是對世界太好奇了，善加
引導以後說不定就是另一個高錕呢。32歲
的高錕在一家英國通 信公司做工程師。
他在自己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
設想，用純淨的玻璃代替銅線，通過光來
傳送信號。

當時沒有人料到，後來這一技術把世
界的通信方式推進了整整一個時代！ 

甚至與此相反，媒體嘲笑他癡人說
夢，因為當時做通訊技術最先進、最權威
的是貝爾實驗室，貝爾實驗室的研究重點
還是空心光波導。主流的研究都不看好光
纖通信。 

他如果換一個大家更認可的課題,路
會好走的多 也更可能得到支持，而光纖
的設想顯然有著巨大的風險。但是高錕
想，既然自己相信這會是個改變世界的想
法，就應該做下去。 

他於是主動找到貝爾實驗室試圖說服
他們接受自己的想法,結果遭到 了無情的
拒絕。後來他又跑到英國國防部、英國郵
政總局、許多玻璃工廠......一遍遍地
講解、演示、 遊說自己的設想。 

對於一個習慣和器材打交道的工程師
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輕鬆的過 程！他要

克服常人難以想像的心理障礙，在一次次
的質疑和不信任面前堅定信念。 

真正堅韌的人總是會收獲他人的尊
敬，經過高錕的努力，英國郵政總局撥款

1200萬英磅研究經費。當時世界最大的
玻璃公司Corning（康寧，iPhone　螢幕
上的保護玻璃就是他家的）斥資　3000
萬美元研製光纖。

終於，在1981年，第一個光纖系統面
世。  

高錕曾說過所有的科學家都應該固
執,都要覺得自己是對的, 否則不會成
功。高錕的固執，成就了高錕的研究，也
造就了我們現在的生活。 

2000年高錕與鄧小平一起被《亞洲新
聞週刊》選為“二十世紀亞洲風雲人物＂
由於高錕的傑出貢獻1996年中國科學院
紫金山天文臺將一顆於1981年12月3日發
現的國際編號為“3463＂的小行星命名
為“高錕星＂。

如今的“光纖之父＂ 在愛妻的陪伴
下通過學習繪畫恢復智力經歷了一個月的
學習才握得畫 筆,高錕以點為畫創作了第
一篇畫作《許願樹》。

那個好奇的孩子，再一次用熱烈的眼
光注視著這個他深愛的世界。

（來源：搜狐） 

  防微杜渐：别让留学成为人生不可挽回的错！
海遇留学∙HiElites.com供稿

最近发生的加拿大高中生斗殴致死案
是又一起令人痛心的中国留学生恶性案
件，而类似的留学生伤害案件近年来并
不罕见。作为海遇留学（www.HiElites.
com）的创始人，笔者在美国留学、工
作、生活了二十年，从不同的角度接触过
大量的留学生。希望通过本文引起关于留
学生心理健康与安全留学话题的深层次反
思与探讨，并提出一些应对的建议。

在留美的二十年中，笔者印象中被媒
体曝光的中国留学生恶性凶杀案不下20
起，而恶性伤害案件就更多了，发案率不
可谓不高。能出来留学的孩子不是成绩很
好就是家境不错，甚至是二者兼备的 “
天之骄子＂、社会精英，为何会频发伤人
杀人、被伤被杀的恶性案件？很多凶杀案
令周围的亲朋好友震惊与不解，凶手日常
的性格和行为让人无法将他们和冷酷的杀
人犯联系在一起，而被害者往往有避免悲
剧的充分机会却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各种传统与新媒体对小留学生们有很多
负面的报道，甚至贴上一些标签，这是笔
者非常反对的。口诛笔伐不能解决任何问
题，要寻求解决方案，我们首先要从根源
上理解近年来留学生案件频发背后的大背
景。孩子们本是一张白纸，现象背后折射
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时代之殇。近年来中
国出国留学人数猛增，成为全球第一大留
学生输出国。低龄化留学趋势明显加速，
近五年留美就读K-12的中国留学生数量
增长三倍！越来越多12至18岁的小留学
生赴美求学，中学生渐成主流出国留学人
群。小留学生孤身赴美求学的挑战和衍生
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众多留学家庭们最
为关心的痛点。

如今中国的孩子们往往从小被管到
大、照顾到大，可谓养尊处优。养尊处优
并非孩子的责任，根源还在社会和家长。
在两代六口人簇拥呵护下长大的他们，从
小自己需要解决的除繁重的学习以外的问
题本来不多，除刷题外对外部世界了解很

少，一下子被送到海外，很多时候他们没
法独自解决遇到的困难。很多生活、学
习、工作和与人交往方面的问题，他们
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寻求帮
助。这时候家长又不知情、关照不到或没
有能力关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舒适区域，通
常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区域。东西方之间存
在巨大的文化差异，留学生初到国外往往
会经历一个“文化震荡＂期。因为文化差
异你都没法理解对面金发碧眼的帅哥美女
在说什么，如何和人家交朋友？刚出来时
英文不是很好，越不敢说，就越没机会提
高。中国的孩子们抱团取暖，一来，实际
困难决定。你有了困难回去找你不了解的
文化里的陌生人还是会找同样文化和价值
体系下的同类？二来，社交压力。你的同
胞愿意把你纳入朋友范围，天天找你吃饭
聊天娱乐，你不去？礼尚往来，大家都很
难逃出这个圈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排
斥英文沟通，不懂法不知法，不去了解、
使用学校或社会提供的法律、心理资源；
他们文化不通，觉得学校提供的心理辅导
只有变态者才去，觉得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不过走走过场、没法交到当地朋友；遇到
法律问题不知道该找谁或是出了事羞于报
警。于是乎，孩子们开始对自己朋友圈以
外的人冷漠傲慢，因为不需要和不信任。
孩子们不用学校和社会的资源和服务，因
为陌生和不理解。孩子们和中国孩子在一
起扎堆，因为社交压力和不敢逃离心理舒
适区。

加拿大高中生斗殴致死案有其偶然
性，但又存在其必然性。中国留学生出国
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在国内，从衣食
住行到学习、恋爱、工作，几乎事事有人
管，但一些违法的事反而；而在西方社
会，只要不违法，你有似乎无尽的自由。
但一旦违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成本很高。西方的自由伴随着责任，但如
果野马脱疆不受约束，可能造成意想不到

的严重后果。

2016年初宣判的美国洛杉矶罗兰岗校
园暴力事件轰动一时，其实类似这样的事
在国内频频发生，当事人却很少受到严
惩。而加州执法部门对罗兰岗事件高度重
视，不仅地方检察院主动起诉，当地法院
也极为重视，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学生就从
轻发落，而是依法办事，让人“大跌眼
镜＂。几名留学生被判坐牢，甚至终身监
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常识匮乏，法
律意识淡薄！最近发生的加拿大高中生斗
殴致死案，也与当事人是法盲有关。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校霸
凌事件也曾十分严重，这主要因为：1、
当时的家长并不太介意；2、孩子喜欢玩
暴力电脑游戏，缺乏社交训练；3、在一
个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一些孩子会欺负残
障、不同肤色和宗教的同学。美国校园血
案中，持枪报复的枪手屡屡被发现是校园
霸凌案件的受害者，校园霸凌问题才开始
得到关注。美国法律为此加强了校园霸凌
的刑事惩罚，所有参与者都要“连坐＂判
重罪。如果后果严重并且有前科，即使未
成年也可作为人刑事案件审理，按成人犯
罪定案、量刑。若小孩未成年，其父母也
要一同进入司法程序，甚至会转移监护权
或上训导课。在孩子们出国前后提供一些
法律知识的培训，是非常有必要的。

自我保护、安全意识匮乏是另一类留
学生多发案件中受害者常见的问题。事情
发生后受害者往往忍气吞声，甚至不和父
母沟通。最近刚曝光，发生在2016年8月
的中国女留学生被英国男友殴打致死案，
和2015年9月底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
起恶性案件有高度相似之处。两个受害者
都是女孩，都曾经历了男友长期的虐待。
印第安纳大学的受害者王瑶琳来自中国
一个富裕的家庭，个人条件很好，在学校
还是模特社的成员。在经历了被男友虐待
后，不敢声张，从西雅图转学到了印大，

想借以摆脱对方。当前男友从西雅图追到
印大，纠缠不休时，女孩没有对家人吐露
半句；当她被前男友关在自己的租屋外，
有家难回不得不借住同学家，忍无可忍想
报警时，周围所有同学朋友却“告诫＂她
家丑不可外扬，劝阻她报警！当女孩父亲
远渡重洋赶来为她庆祝20岁生日并送上一
份大礼时，凶手就在附近徜徉，女孩依然
没有对父亲提片言只语，父亲离开几天后
悲剧就发生了。20岁的凶手用刀将王瑶琳
捅死后上吊自杀，令人痛心疾首。在英国
遇害的毕茜茜同样来自一个富裕家庭，15
岁就出国读书，会说四国语言，内心纤细
敏感，对男友百依百顺，出资供男友生
活、购车、旅游。在遭受男友“恶意的、
持续的和长时间的攻击＂后，她不仅从未
向父母提及，从未寻求外界帮助或报警，
反而以化妆等方式来掩饰伤情，直至送
命。帮助留学生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教
会他们如何在遇到问题时寻求外界帮助是
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不管你的学校是在看似平静安全的美
国大学城，还是在流光溢彩的大城市，安
全意识都不容忽视。有一类多发的案件是
校园性侵案。有权威机构做过调查，结论
是每四个大学女生里，就有一个曾经有过
被性侵，性骚扰的经历。不要以为这个数
据只适用于一些差的学校，实际上，常青
藤名校哈佛，耶鲁等也在调查之列。哈佛
甚至多次因包庇学生的性侵行为而被推到
舆论的风口浪尖。16年2月，波士顿地区
布兰岱斯(Brandeis)大学就读本科的中
国女留学生薛紫梦从学校练习击剑后回家
途中，被一名非裔男子劫住强暴。事发后
的一周内，她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在
2月29日，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
轻的生命，年仅21岁。笔者曾也耳闻一位
国内高中名校出来的男生，在美国留学是
因恋爱中有强迫行为，被学校开除，侥幸
逃过司法惩罚。

（未完待续）

光纖之父--高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