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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保罗往南，有一座著名的港口
城市——阿雷格里港。城市规模不算
大，却是帕图斯湖北口5条可航河流的
交汇处。这里不仅水运发达，而且还孕
育了两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足球运动员
罗纳尔迪尼奥和世界超模吉赛尔·邦
辰。此外，这里还有一处独特的风景
——种植着高大乔木的蔷薇木大道
(Rua Goncalo de Carvalho)。
在70年的时光里，这里已然变成了一
条500米长的碧绿色长廊。它延展在
城市钢铁森林的最中央，变成了原始与
现代的交汇、自然和城市的交融。

美牛仔高乔人的故乡

如果非要深究的话，阿雷格里港
其实并不那么像巴西。在人们惯有的
印象里，这个国度的性格就像他们大
开大合的足球风格，如火焰般热情洋
溢。大部分情况下，巴西也迎合了这
种印象，比如在冬日仍旧称不上寒冷
的天气，比如色彩绚烂的海滩，比如笼
着水雾的原始丛林……所以以此看来
的话，阿雷格里港或许会有些不同。

阿雷格里港曾经是高乔人的故
乡，这些南美洲牛仔身上承载着一种
独特的浪漫主义。19世纪时，欧洲移
民大批到来，其中多数是意大利人和
德国人，而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他们
与他们的后裔在这座城市里扎根，也
影响了这里的文化氛围和建筑风格。
但高乔人仍旧保留着他们的骄傲。即
便到了今天，你依然能在河边见到周
末骑着马出来晒太阳的人。他们映衬
着背后成片的欧式现代建筑，更显现
出几近固执的浪漫主义。这种对抗中
的和谐，就好像同一座城市里的两支
球队，彼此之间有着诸多不同，却又血

脉相连。

城市绿色血脉

在阿雷格里港，市中心的教堂、广
场、市场都能看到明显的欧洲建筑风
格。围绕在后起的高楼大厦中间，若
不细细分辨，这里更像是一座传统的
欧洲城市。但是在飞机还未降落的时
候，你就会注意到一条绿色的带子在
拥挤的楼宇当中漫溢而出，怀着蓬勃
的生命力。这条500米长的蔷薇木大
道是阿雷格里港人小小的坚持，也是
他们可爱的骄傲。

大街两旁种植的蔷薇木原产于南
美，复杂而强韧的根茎系统足以毁坏
墙壁道路，人们为此还专门挖掘了沟
渠来引导生长。这种树木会开出黄色
的小花，香味不甚浓烈，色彩却相当夺
目。花瓣飘飘洒洒落在地上，被车轮
或脚步带起，像是黄色的细雨里溅起
的黄色水花。发达的枝叶彼此攀附，
车开过的时候，就像穿越了一座仍旧
在生长的绿色拱门。在这500米里，
你看到的是层层叠叠的绿意，闻到的
是水汽丰盈又带着潮湿的植物味道，
还有浅浅花香。身处此地，你会忘记
了自己正身处在一座现代化都市里，
这就是这条道路存在的意义。

据说 2005年时，政府曾经计划
在这里修建一座大型的购物广场，但
由于会对周围的林木造成破坏，这个
计划遭到了全体市民的一致反对，政
府不得不叫停。对于这里的人来说，
蔷薇木大道不是一处单纯的自然景
观，它已经成为了专属于阿雷格里港
的文化符号。保留这条街道，就好像
保留了和原始自然的亲密联系一样。
它不是一条路，它是城市的绿色血脉。

夏日午后的穿越之旅

蔷薇木大道逆转了我对巴西固有
的印象。我到达阿雷格里港的时候是
初夏，虽说巴西的四季不算分明，但那
个时候也已经能感觉到明显的潮湿闷

热。午饭之后我有些昏昏欲睡又无事
可做，正好蔷薇木大道距离酒店不远，
我便决定去这条知名的街道走一走。

午后阳光正烈的时候走在树荫下
是最好的享受。阳光的暖意像是被绿
色的纱网滤掉了所有尖锐的部分，温
暖得如同焦糖味的拥抱。汽车安静地
停在路边，许久不见一个行人。若不
是手里的冰淇淋在融化，拖鞋敲在地
面上发出的清脆回响，我大概会以为
时间已经静止。世界被这条500米长
的路隔离出去，只剩下我自己徜徉在
午后的时光里。于是我脱了鞋在路边
坐下，手掌接触到带着潮湿水汽的泥
土，依稀还能看见腐败的黄色小花。
70年的时光让蔷薇木生长得如此高
大，如同杰克的豌豆苗。天空是绿色
的，边沿有一点莹黄，透出的湛蓝色不
似天空，倒像是湖水的倒影。

我早就看惯了那个热情如火的巴
西，也早就习惯了用不甚娴熟的葡萄牙
语和他们打招呼，看少年成群结队地在
沙滩上追逐足球，听亚马逊丛林里的土
著人用陌生的语言唱一首歌，甚至用手
指抚过他们画在脸上的图腾线条……
这些不灭的热情都与人有关。然而现
在，我坐在阿雷格里港的蔷薇木大道
上，看不见人影，只有树木拥抱着我。
远处驶过的汽车带有一种工业末世的
距离感，好像下一个瞬间就会被绿色的
青苔吞没。当人群远去，我成了纯粹的
观察者时，我才明白巴西的自然也许从
最开始就是这样的，强大又温和，像雨
林中的一场暴风雨。

我向后靠在粗壮的树干上，有种
回归般的舒适感。手里的冰淇淋快要
吃完了，昏昏欲睡的感觉仍旧没有驱
离。我觉得眼前的街道就像索菲亚·
科波拉最热爱的那种模模糊糊的蒙太
奇，南端的港口城市和北边的原始森
林融为了一体，高乔人的战马和欧洲
人的教堂模糊了差别。我就这样吃着
冰淇淋，在夏日午后跌落进一个静谧
的巴西。 （邹延婷）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
后，全面检讨现行的签证制度，其中最多留学生申请的
工作签证 H-1B受到严重冲击。虽然 4月的抽签大关
很多华裔学生已经通过，但是审核部分明显较往年严
苛。资深移民律师宋智尧根据自身经验，特别整理出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会要求 H-1B申请者
补件的几个可能。

第一，移民局在数据库内无法找到雇主的信息，因
此会要求补上雇主的公司注册以及报税信息。

第二，申请的雇员并不在雇主的地点上班，而在其
他客户的据点上班。因此，USCIS会要求雇主，解释其
与雇员的关系。

第三，由于 H-1B需要大学毕业才能申请，而移民
局因为质疑申请职位的专业性，因此要求雇主提供证

明，说明为何该职位需要拥有大学学历才可申请。
宋智尧举例，曾经手一个案例，一名平面设

计师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工作内容包括

协助网页设计及广告设计等。在申请 H-1B时，移民局
质疑该职位的专业性，并认为这份工作并不需要大学
学历，因此要求雇主补充数据，证实该职位需要大学学
历，以及职务的专业性解说。他解释，由于在移民局掌
握的数据库内显示，平面设计师并不一定要拥有大学
学历，只要有美术背景也能做，因此才要求当事人补
件。

宋智尧表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移民局质疑该公
司其实不需要这个申请的职位，因此要求雇主证明，一
间小公司为什么需要这个职位。最
后，移民局也会因认为雇员的学历与
职位所需不符合，要求雇主证明雇员
能够胜任。

宋智尧建议，若遇到上述情形或
是其他被要求补件的情况，最好尽快
与律师联系，以计划如何精准回复，
增加自己申请签证成功的可能性。

留留

学学移移

民民

美 国 移 民 律 师 分 析 H1B 补 件 原 因

建议精准回复增成功机率
香港中文大学研发新技术
30秒诊断肺癌乳腺癌

据新华社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9月6日
宣布，该校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影像识别
技术判读肺癌及乳腺癌的医学影像，准确率
分别达 91%及 99%，识别过程只需 30秒至
10分钟。研究人员称，此项技术可大幅提升
临床诊断效率，并降低误诊率。

据悉，该团队于5年前展开相关实验。研
究团队负责人、中大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系教
授王平安表示，期望在未来的1至2年，这项自
动化监测技术能在香港医疗界广泛应用。

香港4800家商户承诺午夜关灯
减少光污染和能耗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灯红酒绿的
大都市”是多数内地人对香港的直觉印象，
五彩的霓虹灯夜景代表着它的繁华。不过，
这样的刻板印象可能需要改一改了。为响
应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的 环 保 倡 议 ，香 港 超 过
4800家商户联名签署《户外灯光约章》，承
诺在晚上 11时或 12时至早上 7时关灯，减
少光污染和能源消耗，拥抱“绿色生活”。

香港环境局上月举行《户外灯光约章》
首个颁奖礼，嘉许在过去一年按时关灯的
4300多家商户及机构，超过3000家商户因
在晚上11时至早上7时按时熄灯而获得“铂
金奖”。

泛绿选民认为大陆对台经济发展重要
七成台湾民众赞成改善两岸关系

据中国台湾网报道 今年是两岸开放
探亲 30周年，台湾旺旺中时最新民调显示，
有逾7成民众认为大陆对台湾发展的重要性
正不断增加；7成 3赞成台当局应调整两岸
政策以改善两岸关系。

若以年龄交叉分析，大致呈现愈年轻的
族群，认为大陆对台愈重要的比例愈高；其
中20-29岁有83.6%认为重要性增加，认为
减少的仅12.6%；30-39岁认为有增加的比
例更达85.7%。若以政党倾向交叉分析，会
发现即便是泛绿选民，仍有60.5%认为大陆
对台经济发展重要性增加；中立选民则有
70.1%认为有增加。

每月6万养老金才有安全感
台湾超9成上班族退而不休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台湾薪资成长
不易，受薪阶级愈来愈晚退休。1111人力银
行4日公布“上班族扛老暨退休规划”调查显
示，逾6成上班族是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要照
顾的“三明治族”，平均压力指数高达74分，
受访者认为，退休平均需要存1602万（新台
币，下同）的养老准备金才能安心退休。

若以平均退休年龄及平均余命差距 22
年来计算，受访者期望退休后平均每月能有
6万元可运用金钱，才会有安全感。

74名新生未入学被迫转系转校
成台湾教育史上首例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以观光餐旅
产业为导向的花莲台湾观光学院，近日传出
由于该校今年日间部 7个学系仅招到 74位
学生，校方决定仅厨艺系正常开班，其他6个
系大一均停课。台当局“教育部”虽表示将
协助新生转系或转学，但却成为台湾教育史
上，新生还未入学即可申请转学的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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