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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是美国公民，我太太在中

国，还没有替她申请绿卡。她日
前在国内家乡生了一个孩子，请
问我孩子可以因为我美国公民的
身份而自动成为美国公民吗？如
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如何替他申
请美国护照呢？可以在国内去美
国大使馆申请吗，还是需要我在
美国替他申请？

如果他不能够因为我的公民
身份而自动成为公民，他是自动
获得绿卡吗？还是需要通过繁琐
的申请手续才能够得到绿卡？

黄亦川律师回答：
美国公民的新生子女即使不

在美国及其领土内出生，也有可
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资格，但
是其父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  如果父母有婚姻关系，双
方都是美国公民，而其中一位在
美国境内有户籍，那么他们在美
国境外出生的子女就自动成为美
国公民。

2. 如果父母有婚姻关系，其
中一位是美国公民，另一位是外
国人，只要是公民的父亲或母亲
在婴儿出生前在美国居留五年以
上，并且五年中的两年必须是在
公民父母十四岁以后，婴儿就自
动成为美国公民。 

3. 如果父母没有婚姻关系，
父亲是美国公民，只要符合下
列条件，新出生的婴儿可以获
得美国公民身份：(1)确定血缘
关系；(2)婴儿出生时父亲是公
民；(3) 父亲在婴儿出生前在美国
居留五年以上； (4) 父亲书面同
意抚养婴儿；(5) 父亲在婴儿满18
岁之前正式建立父子关系。

 4. 如果父母没有婚姻关系，
母亲是美国公民，如果符合下列
条件，新出生的婴儿也可以获得
美国公民身份：(1)确定血缘关
系；(2) 母亲在婴儿出生前曾在美
国连续居留超过一年。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及领事
馆应该都可以申请办理护照，需
要注意的就是大使馆或是不同地
区的领事馆都可能有他们自己的
规章制度。所以最好事先与使馆
或当地领事馆联系，问清楚该如
何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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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9 月 1 4 日 下 午 ， 在 一 阵 阵 激 扬 的 音 乐 声

中，ICCCI的中国龙在Carmel市中心艺术街
奔腾翻跃，掀开了首届“Carmel月饼节”以
及“Carmel-xiangyang 姐妹城市节”的帷幕 。
本次活动是由Carmel-xiangyang姐妹城市委员
会举办，IU北区医院赞助、华人社区参与的
“ Carmel Moon Cake Festival”系列活动的节庆
部分。Carmel市长代表和襄阳的代表分别祝贺词
和讲话。

为促进和帮助Carmel市和湖北襄阳市进行更
多的教育、文化和经济交流，两市于2010年结为
友好姊妹城市。这一行动得到了Carmel市民的支
持，为此成立了Carmel-xiangyang姐妹城市委员
会，共同发展全球化的社区。

在Carmel Corner of Main and Rangeline的会
场，树枝上挂满了中秋灯笼，印有嫦娥奔月的
大型节日庆祝牌竖立在入口处，成为大家拍摄
的极佳背景。Carmel High School的 Lucus Cheng 
用自己跟随外公李天麟教授襄阳寻根拍摄的
相片，制作了襄阳风光、历史和民俗的图片展
牌，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襄阳的面貌。而委员会
为这次活动准备的800个月饼，及印有中秋节和
月饼的故事卡片，吸引了大量市民。

歌舞表演贯穿着整个活动，ICPAI 的SHOW 
GROUP带来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汉唐舞蹈“相
和歌”；ICCCI的舞蹈队也表演了清新欢快的
“竹丝舞”和“樱花舞”等。整场晚会欢呼

声、掌声不断涌起，
让现场一直保持着热
闹的气氛。节目结束
后，观众们品尝月饼
观花灯，孩子们更是
兴致勃勃地学习舞狮
的表演……

“独在异乡为异
客 ， 每 逢 佳 节 倍 思
亲。”，每到中秋节
这合家团圆的日子，
浓浓的亲情与乡愁便
会涌上心头。而今年
的中秋月饼节带给海
外游子们的，不是伤
感而是温暖，开心和
自豪。李天麟教授非
常激动，襄阳是他的
第一故乡，而后到了
北京，现在远渡重洋
来到Carmel。没想到
现在居住的美国城市和老家的城市襄阳结为姐妹
城市，这真是令人自豪的事情，他表示要为两城
市的友好交流尽自己的一份力。这次活动，李教
授一家祖孙三代都做出了很大的奉献。李清，一
位优秀的眼科医生，她是这次活动歌舞晚会的总
策划，也是Show Group 的队长。她说：作为祖籍

9月15日，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组织承办
了一年一度的中秋游园会。中秋园游会由IUBCSSA（
印第安纳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在校园中的Dunn 
Meadow举行，吸引了大批中外留学生及华人华侨参
加。

中秋园游会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中国休闲娱乐
活动：猜谜语，抢板凳，拔河，踢毽子等。为了吸引
更多游人参与，凡是参与了所有娱乐项目并取得每个
项目的印章的游人，都可以领取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奖
品。

中秋节园游会还在草坪上支起了大帐篷，为游人
提供免费的自助餐和月饼。学校的各种华人社团也借
此机会设立展台宣传自己。

本校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乐团“火柴人”表演的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将游园会现场
气氛提升，华人舞团X-Power和D-Force相继的热舞
将表演推到了高潮，赢得了场下观众的一阵阵欢呼。
随后主持人与台下的观众互动玩起游戏，并为获胜者
颁发奖品。伴着学校另一组学生乐团“OneStart”表演
的原创歌曲《Blooming》，中秋游园会的演出也渐入
尾声。

文 ／ 朱 绪 红   摄 影 ： R y c h a r d   B r y a n t

布卢明顿校园中秋游园会
图 文 ／ 王 天 任  

襄阳人，为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这是义不
容辞的！

欢乐的节庆，美好的回忆！感谢Carmel-
xiangyang姐妹城市委员会的志愿者们，感谢Dr. 
James Anderson及夫人Mrs.  Susan Anderson为本次
活动做出的巨大奉献。你们的奉献，让我们在异
乡欢度了一个美好的节日。

文 ／ 朱 绪 红   摄 影 ： R y c h a r d   B r y a n t

（上接第1版）
整个活动分为姐妹城市介绍、传统文化和民俗

工艺品展示；各国美食品尝；世界体育公园；世界
歌舞音乐大舞台。

作为姐妹城市的杭州展位，内容丰富的展板展
示了杭州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琳琅满目的工
艺品，蕴含着悠远的文化和历史，让游人流连忘
返。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很多美国人都知道了中
国中秋节的月饼，中华超市的月饼展台吸引了很多
美国人，精美的仕女月饼盒也让大家爱不释手。姐
妹城市台北的展位前，情侣们高兴地穿上中国传统
的结婚礼服拍照……

在世界大舞台，ICPAI带来了一场丰富的中国
民族歌舞表演，NewGen, Little flowers等参加了演
出。Show group的三人舞蹈“小城雨巷”——音乐
婉转、舞姿曼妙、纸伞轻舞、旗袍灵动，将江南水
乡的诗情画意展现的淋漓尽致；Steve Chase 精湛的
YOYO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他的中国妻子 Fancy 
Chase 也表演了独舞“Moonlight”。

正如巴勒德市长所说：虽然我们来自世界各
地，但我们在同一个社区，共享同一个舞台。

印城姊妹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