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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移民潮———

选择投资移民须慎重
岭 谈

承担

道歉是向对方释放善意，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光明磊落行为，
是有教养的表现。日常交往中，由于言行不当，冒犯了别人，给别
人造成不便、损失、损害、伤害等，应当主动道歉，并对被冒犯者
做出必要补偿。道歉、认错、主动示弱，常会感到不自在、有失自
尊。这就是自己对所犯过失必需付出的代价。触犯了别人权益，
却不哼不哈，扬长而去，甚至百般抵赖、胡搅蛮缠，是道德缺失、
良心泯灭，令人遗憾。说声“对不起”，让受伤的心灵得以抚慰，就
可以重建亲密关系，变危机为契机，化伤害为友好。

原谅

作为被冒犯者，应当体谅对方的“苦衷”：或许并非故意，或
许一时考虑不周。如在拥挤场合被人碰撞或踩脚，并未造成大
碍，就无需不依不饶、没完没了。只要对方说声“对不起”，就应视
作表示了歉意，承认了过失，自己寻求公正、公道的心理就应该
满足了。俗话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宽宏大量，能原谅别人，
是一种美德。

场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妨害、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形在所难免，
如失礼、失言、失陪、失约或失手；迟到、早退；未能办好别人托付
的事项；打扰别人工作和休息，打断别人的谈话；说错、写错别人
的名字；在狭窄通道，需在别人面前勉强通过，甚至没留意挡住
了别人的视线和光线等，都需要说声“抱歉”、“对不起”等。

用语

道歉用语因场合、状况不同，而有所区别。有劳别人，常说
“劳驾”、“麻烦您了”、“打扰一下”或者现今流行语“不好意思”

等。希望别人谅解，应说“都怪我”、“是我伤害了您”、“别往心里
去”、“请多包涵”。给别人造成的麻烦比较大，语气就应沉重一
些，如：“我真蠢”、“深感歉疚”、“非常惭愧”、“别跟我一般见识”、
“请原谅我的无知”等。表示痛改前非：“我发誓，这种蠢事再也不
会发生了。”

方式

道歉方式多种多样，直接当面口头道歉是最常见、有效的方
式。未能当面道歉，事后打个电话，也能得到谅解。如果误会较深，

问题比较严重，有时要登门拜见，求得谅解，古人有负荆请罪的先例。
当面难以说出口的歉意，用书信、邮件、手机短信或微博的方式表达，
也很流行。当然，请求双方都熟悉的第三者转告歉意，或者择机送上
适当的小礼物，委婉向对方表示歉意以取得谅解，也屡见不鲜。

心态

道歉一定要实事求是，即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不扩大，也不
缩小自己的过错。不能为了委曲求全，而把本不该由自己承担的过
错承担下来，对不应道歉的事道歉，这样反而会让有错的一方逃避
了责任。道歉时态度要诚恳。例如把人撞倒，应赶快施以援手，把人
扶起，关切地询问“摔伤没有”，并真诚道歉。不可过多强调客观，不

要狡辩，更不能千方百计追究对方的责任，如说过“对不起”之后，紧
接着“但是……”。若对方也有过错，应在讲过自己的过错之后，再征

求对方的看法。有时候需要相互认错，彼此道歉。
责任未弄清楚，先道歉，会助长对方得寸进尺心理。道歉同责任承

担是连在一起的，比如马路上两车相蹭，道歉一方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
事故的责任方。如把道歉变成指责对方，必然会造成更大误解和冲突。

礼、法

道歉毕竟属于礼仪，在日常一些轻微过失中，可以使正义的天平恢复平
衡。但也要看到，首先，道歉不能代替一切，如果造成了重大损失，只靠口
头或书面道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其次，道歉不是万

能的，无法代替法律解决分歧。如果当事双方都有过错，互不相让，分歧严重，
有时不得不对簿公堂。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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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歉 之 礼
马保奉

这个学期，杰西卡在美国一家
私立小型大学读大二了。作为学校
摄影队的一名成员，她又迎来了一
个充实快乐的周末。这次，她要为
学校的亲子 !"#$% 留下音像记录。
杰西卡开心地说：“我喜欢参加这

样的活动，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的性格
变得更外向，另一方面是去感受离开中
国后难得一聚的温暖亲情。”

周六晚上九点，杰西卡顶着寒风赶
到学校出席亲子 !"#$%。一到现场她就发
现，来参加活动的父母儿女都是盛装出
席，所有的爸爸、儿子都穿西装打领带，
潇洒英俊，妈妈、女儿化着精致的妆，美
丽动人。在美国，亲子活动一年可能会
有三四次，有亲子晚会、亲子旅游活动、
足球橄榄球排球比赛、和校长共进晚餐
等，热闹又温馨。

音乐响起，活动开始。最开始是慢舞
暖身，只见爸爸深情地望着女儿，儿子深
情地看着妈妈，把心中无限的爱用眼神
表达出去。他们幸福地微笑着，舞步是那
么协调、活泼、迷人，置身这样的活动，孩
子和父母不知不觉更加亲近了。

跳过慢舞，父母和子女又跳起美国
流行的集体舞、牛仔舞，最后是现今风靡
全球的 &'!&(!。舞池中，)*多岁的家长和
+*来岁的孩子一起，疯狂地扭动身躯。孩
子们的兴奋和无处不在的身影并不令人
惊讶，因为现在的孩子去跳舞是常事。令

人惊讶的是，那些身体发福、平时总给人
威严古板印象的家长们，居然也和孩子们
混在一起，在 &'!&(!的中低音下，手拿啤
酒，身体疯狂地摇摆。杰西卡边拍摄边感
叹：他们更像是朋友！只有真正的朋友，才
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

舞池的一角，排着长长的一个队，那
是饱含爱意的家人想留下爱的痕迹。学
校专门请来做 ,恤衫的公司，为家人照
相，然后印在 ,恤衫上，都是免费服务。
舞池的后面有零食饮料吧，跳累了可以
坐下来吃东西。有些家庭全员出席，全家
聚在一起聊天、玩游戏，其乐融融。

回来的路上，杰西卡想起了自己的
父母，想起了在中国的老师和同学。她发

邮件给我说：“中国的孩子有谁曾想过，
有一天和自己的父母一起在舞池里面对
面疯狂扭动呢？有谁想过挽着父母的手，
在舞池里静静地独舞一番呢？孩子愿意
和家长出去跳舞吗，会不会担心被笑话？
家长接受 &'!&(!吗，愿意去了解孩子喜
爱的文化吗？”杰西卡还说，离开亲子
!"#$% 时，她心里感动得直想哭，手里拿
着大衣，却早已忘记了寒冷。

看了杰西卡的邮件，我很是羡慕。
如果国内的一些学校能借鉴国外的好方
法，开展一些别开生面的加强父母和子
女之间沟通的活动，那该多好啊！希望
亲情、沟通、温馨、和睦也能越来越深
入地走到我们的教育中来。

美国大学的亲子Party
段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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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谙”、“铵”、“胺”这3个字，我常常读错

声调，请您说说它们的读音和用法。谢谢！

陕西读者 陈怀汉

陈怀汉：

“谙”读一声 !-。“谙”是动词，意
思是“熟悉”。“不谙 （!-） 水性”是说
不熟悉水性。“素谙武功”是说素来熟悉
武功。“谙（!-） 熟”是“非常了解”的
意思。例如：“他非常谙熟当地的风土人
情”、“老张谙熟商品经营之道”。唐代白
居易《忆江南》 中说：“江南好，风景旧
曾谙。”其中的“谙”也是“熟悉”的意
思。
“谙 （!-） 达”指熟悉人情世故，如

“谙达世事”。“谙 （!-） 练”是“熟悉、
熟练”的意思，如“谙练旧事”是说对旧
事很熟悉，“谙练骑术”是说骑术很熟
练。常有人因“谙”字的字形跟“暗”相
近，而把“谙”读四声 "-，是错误的。
“铵”读三声 #-。“铵”是一种无机

化合物，不以游离状态存在，化学性质跟

碱离子相似。“氯化铵、硫化铵、硫酸铵”
中的“铵”都读三声 $-。“碳铵 （$-）”
是氮肥的一种，能够促进农作物的生长。
常有人因“铵”字右半边是“安”而把
“铵”读一声 %-，是错误的。

“胺”读四声 "-。是一类有机化合物，
胺类化合物大都具有弱碱性。“苯胺
（"-）”是胺类化合物的最重要的代表，是
合成染料、药物等的原料。
“三聚氰（.&-/）胺 0"-1”是一种低毒

性化工产品。+**2年，某企业生产的奶粉
中检测出三聚氰胺，婴幼儿食用含有这种
物质的奶粉后，会引起泌尿系统疾患。这
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常有人因
“胺”字右半边是“安”而把“胺”读一声
%-，是错误的。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谙”“铵”“胺”的读音

亲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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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蛇年伊始，一起总金额达

1.45亿美元的美国移民诈骗案

引发国人广泛关注。该案涉及

250人，中国人占大多数，这也

给春节的喜庆氛围蒙上了一层阴

影。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

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透露，此案嫌疑

人———芝加哥商人塞思（Anshoo

RSethi） 虚构在芝加哥奥海尔

机场附近融资建设酒店和会议中

心的投资项目，以购买其两家公

司股票即可获得美国投资移民

（EB-5） 资格为诱饵，涉嫌诈骗

外国投资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已在美地方法院对塞思提起民

事诉讼，并冻结了塞名下两家公

司资产。

此案并非单例，时有发生的

诈骗案无疑给有意通过投资方式

移民国外的国人敲响了警钟。

慎重做出移民决定

移民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产
生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有时也受到其
他因素的影响。对于个人而言，移民则
是人生中的重大抉择，要用全面、综合、
发展的眼光计算“移民成本”，不能盲目
跟风、盲从他人，须慎重决策。

如确有移民意愿，首先应对自身的
条件，如经济条件、专业技术条件、家庭
条件、外语条件、身体条件等，进行综合
分析或评估。还应认真研究和了解拟前
往定居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人文
等生存发展环境的基本情况，看是否符
合自身的条件和有没有发展前途。

准备移民过程中，要对对象国的移

民政策和法规进行充分了解，选择适合
自己的移民项目，明确有关移民程序。

欧美国家的移民制度较为严谨，有
意移民者从移民准备阶段就要树立遵纪
守法的观念，切忌以为给点钱或托人情
能搞定有关手续，那样既容易被一些不
法分子钻空子，也影响自身形象。

谨慎选择移民中介

近年来，以相关移民服务为内容的
国内外中介公司、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要注意选择可信、服务好、经验丰富

的中介机构，多向其了解情况，但又要避
免完全依赖中介。办理赴特定国家特定
种类的移民手续需中介过手的资金较
多，中介选择尤其要慎重。

一些国家近年推出的投资移民优惠
政策，其实隐含着很多投资风险。切勿迷
信中介的片面宣传，一定要设法弄清政
策的具体条件和内容，按程序细致、谨慎
地完成移民过程的每一步。如美国的
345)项目，存在一定风险，应重视上述
案件的前车之鉴，慎重选择参与运作的
公司，挑选具有商业潜力、就业空间和政
府直接投资的优质项目。要查看相关的

英文法律文件，重点检查有关官
方法律手续是否齐备。一旦发现
上当受骗，应保存好相关证据材
料并及时报案。

移民浪潮波谲云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
两次海外移民潮。上世纪 2* 年
代初期，移民以寻亲、劳务人员
为主；6* 年代中期，则多为留
学、技术和劳务人员。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向
海外移民出现新特点，高端人才
和富裕群体向外移民数量大增。
据统计，中国连续 7* 年成为加
拿大最大移民来源国，移民中投
资和技术类占较大比例。+*7+

年，美国投资移民申请中的 2*8

来自中国大陆；同年，澳大利亚
批准的技术类移民中，来自中国
的申请位居前列。

+**2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失
业率居高不下。一方面，欧美国家

纷纷收紧移民政策，对低端移民刁难增
多，对非法移民加大打击力度。另一方
面，这些国家又以“投资”移民等为诱饵，
大肆吸金揽财。一时间，居留权、临时
绿卡、移民签证等成为“金光闪闪”的
热门词汇。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
签署了美投资移民项目（即上述案件
中所提及的 345)）延期 9 年的法案；
英国开始实施企业家移民签证新政
策，降低对企业家移民语言成绩的
要求。而事实上，不少盲目的投资类
移民最终只是一些国家的救急“取
款机”而已。

延伸阅读"""

近来，投资和技术移民成为国人热议话题。对于

这股移民新浪潮，需要客观理性看待。

国人向外移民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实施的具体体

现，加强了我国同移民目的地国的交流，加深了中外

相互了解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中产和富裕人群向

外移民是世界性现象，并非一国特有，但总体看，发

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向外移民的势头强于发达国

家。据统计，2010年墨西哥、印度、俄罗斯的向外移

民总数均超过我国。20世纪 70、80年代，新加坡、

韩国和日本也曾出现过大量人员外移的情况。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保持着持续稳定

的增长势头。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欧美人士认同

中国广阔的发展机遇、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宽松的

社会环境，纷纷到中国求学谋职、寻找商机，甚至把

中国当作热门移民目的地。2012年，外

国人来华 2713万人次，来华

就业约 100.6万，学习

约19万，定居约 2.2万。相较

上年，仅来华就业的外国人人

数就增长8%。此外，外国人希

望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愿望

更加强烈，要求降低中国“绿

卡”门槛的呼声日渐高涨，甚

至一些人还要求加入中国国籍；

许多海外留学生或定居国外的

中国移民亦纷纷选择回国就业

或创业。据统计，从1978年到

2012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

人员总数约达265万，已完成学业的留学生约150万，

其中选择回国发展的达109万，占比72.38%。今年初

发布的 《2012年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 显示，超过

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我们看到，在一些

人向外移民的同时，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人才和资金争

夺战中的有力竞争者。

理性面对移民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