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永生生难难忘忘的的八八天天
——— 一个伊拉克家庭移民美国的艰难经历

葛个人意见

张文 编译

当她们穿着紧身的大红色
T恤和牛仔裤出现在金边饭店
门口时，人们往往对摩托女孩
瑞诺和她的同伴们进行错误的
评判。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摩托
车随处可见。但是，女司机载着
乘客的场景还是十分罕见。而
且，那些和外国人混在一起的
女孩，都被认为是“坏女孩”。

瑞诺从高中开始就骑摩托
车，帮父亲的杂货店送菜。在大
学学习英语和会计时，她发现，
当导游很有趣，也可以挣钱。
2015 年，柬埔寨接待了近 500
万游客，这其中有巨大的商机。

于是，26 岁的瑞诺雇了自
己23岁的妹妹和另外两个女
孩，组成了摩托女孩导游团。她
们都是个子小小的漂亮女孩，
还成立了自己的网站，网站上
写道，“柬埔寨之旅可以由年轻
美丽的女性司机带领”。

2016 年初开始工作时，她
们必须先说服自己的家人。家里
人担心，和外国人在一起会让她
们的名声受影响，而且晚上也不
安全。为让家人放心，摩托女孩
导游团定了一项规矩：乘客不能
触碰她们的身体，坐车的时候必
须抓住座位旁边的把手。

她们还需要熟悉道路，以
及柬埔寨的艺术、文化和历史，
有时还得面对文化差异。

31 岁的澳大利亚律师辛克
莱说，她很喜欢摩托女孩。在雇
她们做导游时，她们给送水、帮
忙买东西，这些贴心的服务让她
跟着摩托女孩旅行了 3 次。

摩摩托托女女孩孩导导游游团团

街街头头““斑斑马马人人””

1月27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纸行政令，让伊拉克人蒙齐尔·阿拉斯加瑞如坠冰
窟。这份行政令暂禁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７国公民入境美国，其中包括伊拉克。

蒙齐尔是一名 37 岁的化学工程师，曾为美军做过翻译。七年来，他一直努力为家人申请美国
签证，按照原计划，还有四天，全家就能踏上美国的土地。然而，从 1 月 27 日到 2 月 3 日，他们度
过了永生难忘的八天。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费家麟 编译

1月27日，周五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为给全家申请移民签
证，蒙齐尔·阿拉斯加瑞已奔
波了七年。如今，一切都已办
妥，还有四天，他们就要踏上
飞机，飞往位于美国得克萨
斯州休斯敦的舒适新家了。

就在他们忙着跟伊拉克
的亲人告别时，蒙齐尔得知了
特朗普准备签署移民限制令
的消息。“来不及了，我们必须
马上就走！”他告诉妻子希巴。

蒙齐尔知道这份限制令
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他和
妻子匆忙卖掉了所有的家具
和一些珠宝首饰，简单打包了
生活用品，赶到巴格达机
场——— 他们准备乘飞机到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再坐第二天
的飞机去休斯敦。

1月28日，周六
巴格达

妻儿在路上睡熟了，蒙
齐尔却难以入睡。他打开手
机，浏览着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时伊拉克正值深夜，但在
美国，这个时间还是周五下
午。

就在那天下午，特朗普
签署了暂禁全球难民和西亚
北非7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
政令。“这项行政令意在保护
美国民众，阻止极端主义分
子进入我们的国家；但我们
依旧欢迎那些热爱美国、帮
助建设美国的人。”

“我属于后者。”蒙齐尔
说。夜色中，他回忆起自己的
经历。2003年，当他还是伊拉克
科技大学的学生时，蒙齐尔一
口流利的英语引起了几个美
国军人的注意。“你英语说得
不错，加入我们吧。”一个军人
说。

毕业后，蒙齐尔在美军
第三步兵师和第一炮兵师里
担任翻译。但他的工作激怒
了一些极端主义者，还上了
基地组织的“黑名单”。

2008年，蒙齐尔和同是
化学工程师的希巴结了婚。

次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女儿
迪玛，后来又有了儿子哈桑。
然而，全家的生活却一直没
能得到改善：他们不停地搬
家，躲避各种各样的袭击。

2010年，他申请了美国
的特殊移民签证（SIV）。这是
美国政府为了感谢那些在伊
拉克与阿富汗帮助过美军的
人、同时也帮助他们躲避袭
击而签发的一种签证。

但让全家移民美国并不
容易。直到 2016 年 12 月，蒙
齐尔的妻儿才获得美国签证。

1月29日，周日
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途中

距特朗普的行政令发
布，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了，
但白宫网站上还没有正式公
布这项行政令。

蒙齐尔和家人乘飞机从
巴格达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在飞机上，他坐立不安，3个
小时的旅途显得格外漫长。

抵达伊斯坦布尔机场后，
他们顺利坐上了飞往休斯敦
的航班。眼看一切顺利，蒙齐
尔渐渐放松下来。然而，就在
登机后 15 分钟，三名便衣警
察和一名土耳其海关工作人
员来到了他妻子的座位前：

“女士，我能看看你的护照吗？”
“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美

国梦破碎了。”

1月30日，周一
巴格达

蒙齐尔一家没能成行。
他们在机场忍饥挨冻了13个
小时，才搭上回巴格达的飞
机。

后来，蒙齐尔看新闻才知
道，他们还不是最惨的：在美
国各大机场，被拦截并遭到遣
返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像他
一样，也持有 SIV 签证。

行政令颁布后不久，美
国各州和各市的许多律师都
在尽力帮助那些拥有SIV的
七国公民来到美国。

1月31日，周二
美国华盛顿特区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行政长官就移民限制令澄清
道：“持SIV的人可以入境。”

美国国务院随后也确认：“允
许持SIV的伊拉克人入境，符
合美国国家利益。”

不久，公益组织“一个也
不能少”的创始人在脸书网
上公布了好消息：“伊拉克和
阿富汗SIV将获许进入美国！
我们做到了！”

2月1日，周三
巴格达

蒙齐尔和妻儿坐在已经
空空如也的家里等消息。最
终，一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
员打来了电话，确认他和家
人能够入境后，蒙齐尔订了
一趟经由卡塔尔多哈飞往美
国纽约的航班。

但女儿迪玛还没能从上
次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我不
想去美国了，爸爸，我不想去
一个不欢迎我们的地方。”蒙
齐尔自己也不确定地安慰着
女儿：“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2月2日，周四
巴格达

一个不眠之夜后，蒙齐
尔致电卡塔尔航空公司，确
认全家能否登机。然而，他们
却得到了航空公司否定的回
复，对方表示，他们没有接到
新的指令。

蒙齐尔慌了，他给美国驻
巴格达大使馆打电话。使馆给
他发来了最新的入境规则，让
他出示给机场工作人员。

在飞机起飞前半个小
时，蒙齐尔终于接到了获许
全家登机的电话。飞机起飞
的那一刻，他泪流满面：“虽
然很艰难，但终于成功了。”

2月3日，周五
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
机场，蒙齐尔一家四口经历
一个星期的波折后，终于顺
利抵达美国。他们满面笑容
地推着行李走出航站楼，即
将拥抱在美国的新生活。

蒙齐尔说，也许几十年
后，他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

“在当年那种情况下，我历尽
磨难，把你们带到了美国。”

“我希望他们会感激我做出
的决定。”他说。

帮忙指挥交通的“斑
马人”，是玻利维亚街头一
道别致的风景线。

这四个身材娇小的漂
亮女孩，成立了摩托女孩
导游团。正如她们的网站
上所写，“柬埔寨之旅可以
由年轻美丽的女性司机带
领”。

张文 编译

在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市街
头，有很多“斑马人”，他们成群
结队地出现，和司机交谈，甚至
指挥起了交通。实际上，他们是
当地穿着斑马服装的志愿者。

“斑马人”项目可以说是上
世纪90年代某种精神的继承
者。当时，波哥大时任市长莫卡
斯用哑剧的形式，嘲弄司机们
破坏交通规则的行为。作为一
名哲学家和数学家，他认为与
罚款相比，哥伦比亚人更怕被
嘲弄。事实证明，在他的任期
内，这些哑剧帮助减少了波哥
大的一半交通事故。

巴勃罗·格鲁是拉巴斯市
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和莫
卡斯会面以后受到启发，也想
在拉巴斯培育“斑马线文化”。

“斑马人”项目借鉴了波哥大哑
剧的表演形式：他们跳舞、向司
机摆出滑稽的姿势、帮助行人
安全地穿过马路。2001 年，项
目开始运行，当时只有 24 个

“斑马人”。现在，“斑马人”数量
已达 265 个。

“当‘斑马人’想要规范交
通秩序时，如果有车停在了人
行横道上，他们就会开玩笑般
地躺在车盖上。”一名当地旅行
社的老板说。

除了指挥交通以外，“斑马
人”还访问医院和学校，出现在
游行队伍里和电视上。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人是贫困的学生，
通过扮演“斑马人”可以兼职赚
钱。“一日斑马人”的活动，也给
游客和当地人提供体验当“斑
马人”的机会。

在多哈机场等待飞往纽约的蒙齐尔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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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斑马人”在帮忙指

挥交通。

瑞诺（右一）和她的摩托

女孩导游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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