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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是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

校区的学生。上星期刚买了一部新
车，不料才开了两天，就在一个十
字路口被人撞了。事故很明显是对
方的错，而且对方司机还不停的向
我道歉。不料警察来后只简单的问
了一下，就判定是我的错。更大的
问题是我还没有买保险，原因是在
提车付款时，车行的销售员告诉我
只要在买车后三十天之内买汽车保
险就可以了。

问题一：明显不是我的错，而
交警却判定是我的错，这样应该如
何应对？

问题二：的确是只要在买新车
后三十天内买保险就可以吗？在买
保险前出事了责任由谁来担负？

黄亦川律师回答：
新生刚来美国，一定要多多

咨询真正熟悉美国里里外外的前
辈，不要道听途说，也切忌做什么
事情都还是以国内的习惯为依据。
美国开车一定要买保险，这是法律
规定，如果没有保险就开车上路，
视情节的轻重或执法者的心情：很
可能被吊销驾照，或者吊销汽车牌
照，甚至于两者皆罚。

买保险最重要的还不在汽车损
坏的修理，而是对于车祸后人员伤
亡的赔偿。新车价格从两万到五万
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差不多了，修理
或换新车的费用是固定而有限的。
如果牵涉到人员伤亡，那赔偿就没
有上限了。 所以如果开车没有保
险而撞伤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新生买保险，一定要找一位
认真负责的保险经纪人，让对方将
自己保险的内容详详细细的说明，
切记经纪人所做的任何承诺都要有
书面文件，经纪人的口头担保在法
律上当然有效，问题是日后如何取
证？至于读者买车车行的销售员说
只要在买车后三十天内买保险就行
了，如果不是读者语言上的误解，
那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至于交警判断谁是谁非，不要
寄予太大的期望。我有一个朋友，
开车时被人闯红灯撞了，交警来后
都还不愿意判定是非，只说了一句
风凉话， 内容相当于中文的“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就草草
结案了。这个朋友来美国已经三十
多年，英语说的和老美不相上下尚
且如此，英文还不利索的新生就更
不用说了。所以最稳当的做法还是
买可靠的保险，出了事故无论谁是
谁非，终归是可以找自己的保险公
司理赔的。

附注: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
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不同于律师针
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
详细法律意见。读者如有特定法律案
件需要处理，请切记个别咨询专业律
师。本专栏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
律师与客户的关系。

法 律 信 箱
 精彩时评

有关重庆模式的三点看法
拜读了孙立平《有关重庆模式

的两点看法》，很受启发。接着再说
三点看法。第一，中国应该坚持邓小
平对毛泽东丰功伟绩的正确评价。第
二，今日中国比防止文革悲剧更为重
要的，是防止苏联解体悲剧、印度化
悲剧、拉美化陷阱悲剧。第三，贫富
悬殊和腐败，与普选和民主，没有相
关性。

第一，中国《建国以来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正确
的，应该坚持。《邓小平文选》中有
好几篇重要文章多次强调，这个历史
决议的主要贡献，就是肯定了毛泽东
的伟大历史功绩，如果没有毛泽东，
中华民族可能今天还在黑暗中苦斗。
判断历史人物，主要看贡献，不能苛
求。当今世界强国，都很推崇自己的
开国元勋。美国对林肯和罗斯福，日
本对明治天皇，德国对俾斯麦，英国
对伊丽莎白女王和丘吉尔，法国对拿
破仑和戴高乐，俄国对彼得大帝和斯
大林，印度对甘地，都很崇敬。

毛泽东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丝毫不在上述这些英雄人物之下。今
天，美日欧主流学术界，美日欧研究
生教材、大学教材，众多大师大作，
以十多卷的《剑桥中国史》为代表，
包括最近出版的基辛格的《论中国》
，对中国革命、毛泽东、新中国的巨
大成就，充分承认，充分肯定。蒋介
石时代，贫富悬殊，腐败严重，这是
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两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时代，因为对蒋介石的前车之
鉴铭心刻骨，对贫富悬殊问题和腐败
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因此深得人
心。

反毛国必乱。现在，中国有些人
公开恶毒攻击、恶意诽谤毛泽东，恶
意诽谤中国革命，恶意诽谤新中国前
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任其泛滥下去，
中国的党心、军心、民心必然瓦解，
国本动摇，国将不国。重庆模式不管
有多么严重的错误，肯定毛泽东的丰

功伟绩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

文革的悲剧决不能重演。但对今日中
国，更加危险的悲剧，是戈尔巴乔夫
搞垮苏联的悲剧，是印度化悲剧，是
拉美化陷阱悲剧。戈尔巴乔夫乱党、
乱军、乱国，自我矮化、自我否定、
自我瓦解、自毁长城，把苏联从世界
第二，搞成世界第十八，裂土分疆，
社会政治崩溃，经济损失比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还要大好几倍，人民生活
一落千丈，俄国男子十年时间平均寿
命下降十多岁，人口损失超过第二次
世界大战。俄国人民痛定思痛，现在
坚决支持普京长期执政，企图重返世
界前列。

当然，苏联解体，在地缘政治
上，对中国大有好处。但中国绝不能
重蹈苏联解体这个惨痛的覆辙，殷鉴
不远。1949年印度在各方面都比中国
强，现在搞了六十多年普选民主的印
度在各方面大多不如中国。对拉美化
陷阱，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都有
透彻的研究，此不赘述。

中国形势大好，虽然问题众多。
中国总产值已经超过日本，现在世界
第二，再有十五年左右时间，2025年
前后，就要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
一。人类历史、中国历史，都处在重
要的转折关头。中国在批判重庆模式
的同时，在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同
时，更要努力防止重演苏联解体的悲
剧、印度化的悲剧、拉美化陷阱的悲
剧。

第三，普选是件好事情，中国
迟早要搞。因为普选可以保持权力继
承的合法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执政党内部，谁都不会认为自己比别
人差，谁都不会认为别人比自己强，
谁都没有开国元勋的功勋可依凭，
所以必须普选。比如在美国，从克林
顿八年，到小布什八年，再到奥巴马
八年，只能靠普选，因为美国统治阶
级内部不服气克林顿、小布什、奥巴

马的人有的是，不普选就摆不平，谁
都无法当总统。邓小平在1987年就说
过，中国在五十年后要搞普选，也就
是在2037年以前。中国发展得比邓小
平预计的还要快一些，中国普选可能
要比邓小平预计的提前几年。

但是，世界经济史和世界政治史
明确告诉我们，普选根本不能解决贫
富悬殊问题和腐败问题。现在有关国
际专业组织每年都公布世界各国和地
区的腐败分数。俄国、印度、拉美，
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都有普选
和民主，但是，贫富悬殊的问题，腐
败的问题，都比当今中国还要严重。
鉴于蒋介石腐败在大陆失败的教训，
蒋经国时代中国台湾省比较廉洁，党
政军官员和商人一起吃饭的事情都很
少，更少有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近
年有两个蒋经国时代的经济领导人
去世，他们到死都没有钱在台北买一
套房子，令当今台湾社会对蒋经国时
代的清廉无不唏嘘。从李登辉时代开

始，台湾社会、台湾政治迅速腐败，
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更加严重。在一片
严重腐败之中，马英九个人的廉洁，
对马英九当选加分很多。香港曾经很
腐败，从实施廉政公署开始，香港变
得较为廉洁。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现在
比美国和英国还要廉洁，但完全没有
英美式的普选和民主。香港回归之前
港督是英国任命的，回归之后特首到
现在也不是普选的，但并不妨碍香港
的法制和廉洁。新加坡到现在也没有
英美式的普选和反对党。   

当今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当
今中国腐败的问题，不能幻想等到
将来靠普选和民主来解决。中国大陆
可以立即解决腐败问题，可以立即颁
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法律，可以立
即实行限制共产党员遗产继承数额的
制度。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坚持腐
败，坚持不公开官员财产，必然亡党
亡国。

邓世午（波士顿）

 杂谈

作者 李毅（印第安纳）

邓文迪与默多克VS杨振宁与翁帆

当今世界的老少配，在华人中
最著名的莫过于两对：杨振宁和翁
帆；默多克和邓文迪。

杨振宁和翁帆这一对，骂的人
多，褒扬的人少，似乎有不少人恨
得牙痒痒的。而默多克和邓文迪这
一对， 从网民的评论来看， 骂的人
不少，力挺的人也挺多。

为 什 么 会 这 样 ？ 我 猜 测 是 杨
振 宁 虽 然 是 个 名 人 ， 但 是 在 国 人

的心目中，他的资本不足以续娶那
么 年 轻 的 妻 子 ， 因 而 才 招 来 那 么
多 人 骂 。 国 人 讲 究 门 当 户 对 ， 公
平 交 易 ， 支 付 女 人 一 生 只 能 保 持
一段时间的青春美貌，嫁给一个糟
老头子，当然要有相应的回报。老
少配双方的年龄反差越大，回报就
应该越高。这回报只能是金钱和地
位。翁帆同杨结婚时年方二十八，
亭亭玉立，光彩照人，杨振宁年已
八十二，步履蹒跚，老态龙钟，反
差不可谓不大，回报当然应该高，
才符合国人的期望值，才有可能不
招骂。而杨振宁是个“穷”知识分
子，用国人的话说，是一个过气的
科学家，靠着一点老本在过日子，
既没有多少钱财，又没有多少地位
（在国人的心目中，当官发财才有
地位），他也没比我强多少嘛！他
能，为什么我不能？国人多愤愤不
平，也就不奇怪了。

默多克和邓文迪则不同。在国
人心目中，虽然默多克也是个糟老
头子，但是他同邓文迪的年龄反差
没有杨与翁之间那么大。他比邓文
迪大32岁，远远小于杨和翁之间的
54岁；他富可敌国，比杨振宁高出

几个数量级；他属于真正的名流，
在欧美上层社会里如鱼得水，而杨
振宁则只是在中国人中间有名而
已；邓文迪嫁给默多克，从此风光
无限，而翁帆嫁给杨振宁，似乎没
有得到什么。所以，国人骂杨和翁
的结合，都认为翁帆不值。而邓文
迪嫁给默多克，国人有很多认为很
值，甚至认为邓文迪能在如云的西
洋美女中脱颖而出，得到默多克这
么一个超级精明的超级犹太富翁的
青睐，是为中国女人争了光。在笑
贫不笑娼的当代社会，国人羡慕邓
文迪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两对
婚姻都是一种交换。至于值还是不
值，大概只有翁帆和邓文迪最清
楚。

邓文迪是个有能耐，有心计的
女人。她的奋斗史，真可以写成小
说，拍成电影。这些年，她算是着
着实实风光了一把。就凭她的名气
所能带来的物质财富，此生也可享
用不尽了，且不必说她现有的，从
婚姻中所能得到的财富。看她穿梭
于欧美上层社会和中国的名流明星
之间，似乎处处逢源。不过，欧美

的上层社会之所以接纳邓文迪，大
概主要还是她头上那顶默多克太太
的光环。如果这顶光环褪下，人家
还会买她的账吗？我实在怀疑。世
态炎凉，人走茶凉，今非昔比，狗
眼看人，等等，等等，邓文迪很可
能会体验一把。

默多克当年同已结婚三十多年
的第二任妻子离婚，离婚后17天就
续娶邓文迪，说明两个问题：第
一，邓文迪太有魅力，太有能耐；
第二，默多克太绝情，太狠心。 

所以，小三如果遇到可心的已
婚男人，即便成功上位，也面临着
将来被以同样方式扫地出门的可
能。对前妻能做的事，对后妻也可
以做；对小三能做的事，对小四更
可以做。

有人评论说，邓文迪被一棍子
打懵了。其实，以邓文迪之聪明， 
又何至于懵？默多克再糊涂，在82
岁的高龄，毅然离婚，要说邓文迪
不明白其中原因，实在是说不过
去，只是双方都不愿意对公众明说
而已。

要说默多克釜底抽薪，邓文迪
前景黯淡，应该不算过分吧？ 

编者注：此文由李毅先生著于2012年3月16日，即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市委书记
的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