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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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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们是个体经营的小生意人，

一直来都为健康保险的问题伤透
脑筋。曾经以个人的身份去购买
健保，不但保费高昂，而且自付款
高，保险的范围也受到严苛限制。  
动不动就被保险公司以各种理由拒
绝支付。更让人苦恼的就是每年的
保费都在快速的提高。终于到了无
法负担的程度，只好断了健保，全
家人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健保
了。最近在新闻报道上经常看见奥
巴马总统首创的全名健保，听说十
月一号就可以开始在网上申请。  
我们很想参与，请问如何加入？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此次的全民健保法案，有赞成

的，有反对的。可是无论如何，它
对于目前没有单位提供健保的个体
户来说，总是多了一个能够自费购
买健保的途径。从十月一号开始，
需要购买健保的个人或家庭就可以
上联邦政府的网站（www.health-
care.gov）开始决定什么样的健保
计划最适合自己的需求。目前已经
有健保的个人或家庭，可以继续保
留你的健保，但是也可以上政府网
站去比较或购买其他的保险计划。 
唯一的差异就是如果你已经从单位
那里有了合理价位的健保，或者你
的收入较高，那你就不能够获得政
府的保险费补助了。

以一家四口来说，只要年收入
在$94,000.00以下的都可以获得某种
程度的补贴。据估计印第安纳州符
合规定的每家人大约可以从联邦政
府那里得到 $2,700.00的保费补助。
相当于32%的保险费。  

政府规定凡是参加联邦政府保
险计划的公司，必须提供以下的基
本保险：

1. 医生门诊；2.急诊；3.住院
治疗；4.产妇与新生儿；5.心里健
康；6.处方药；7.复健治疗；8.化
验；9. 预防服务；10.  幼儿健康等
等。

保险又分为铜，银，黄金与白
金四个等级，每个等级都包含了上
述的基本保险。差别在于例如自付
款多少等等的细节问题。

可以加入保险的日期是从今
年十月一号开始到明年的三月三十
一号。保险开始生效日期最早是明
年的一月一号。对于需要健保的
同胞，务必把握时间，多多咨询，
仔细研究哪种健保最适合自己家庭
的需求。不要错过了购买保险的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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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毅，旅美社会学家。中国西北大学78级
文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修满研究生学分，美国密苏
里大学(MU)社会学硕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C)社会学
博士。理论研究方向为唯物史观、世界体系论、社会发展
大战略。方法论研究方向为定性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
较社会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学、国际社会学、发
展社会学、分层社会学。主要英文著作为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美国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的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中国社会分层的
结构与演变》)。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第489号课
题负责人，主编研究生教材《马克思社会思想史纲》，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著有《社会学概论》，暨南大
学出版社，2011。中国教育部科研项目【2008】890号“国
际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课题负责人。

9月22日，薄熙来受贿、贪污、
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薄熙来被判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世人瞩目
的一场政坛大戏至此告一段落。自
去年2月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的事
件发生后，薄熙来便成为这齣戏的
主角。

主角暂时谢幕，并不意味着这
场戏就结束了。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薄熙来具
有突出的表演才能。上世纪七十年
代在北京少年管教所劳改的时候，
我就看出此人绝非等闲之辈。逢年
过节哥仨上台表演节目，他比哥哥
薄熙永和弟弟薄熙成透着更有舞台
范儿。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
听说他读书也很刻苦。后来从政，
也能变着法儿地把自己塑造成一颗
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成为“红
二代”中的佼佼者。他之所以能混
个政治局委员，不仅因为有他老爹
薄一波的政治影响，更主要的是他
本人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高于常人
的表演才能以及毛泽东式的顽强性
格。

环球人物专访：中国在短暂的时间里，由一个
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但是，
在国内，中国社会上依然有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
这是“皇帝的新装”，难以为续。另一种认为，要
承认中国取得的成绩，已经形成一种模式，虽有缺
点，但一直在改进。作为旅美社会会学家，您如何
看待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以及中国未
来发展的前景与国内挑战是什么？

旅美学家李毅：在1865年之前，在周公、老子、
孙子、秦皇、汉武、司马迁等著名历史伟人的影响
下，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总产值世界第一。
英国主要因为1840年打赢了鸦片战争，二十五年后，
在1865年，英国总产值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35
年后，大约1900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总值世界第
一，保持至今。美国内战的激烈战火，打出了一个
伟大的精神国力，依靠这个伟大的精神国力，美国
从北美大陆东边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弹丸小国，发展
成一个横跨两大洋、最终在1959年建立了夏威夷州的
超级大国。去年美国有个大片叫《林肯》，描述了
林肯如何在残酷的战火硝烟中造就了这个伟大的美
国精神国力。 

在道光、咸丰、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时期，
中国百年国耻。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还丢掉了外
蒙古，拒收琉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
泽东。毛泽东举兵二十二年，在长征、抗战、解放
战争中，铸就了新中国的伟大精神国力，这就是毛
泽东思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
拿下汉城的日子，就是中国百年国耻的终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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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回世界第一的起点。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毛泽东去世

后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经
过六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总产值已经
超过日本，世界第二。中国的发展，不是皇帝
的新装、难以为继。2025年之前，最多再有十
五年时间,中国总值要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
一，之后会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简单说来，人
类社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国总值世界第一
的历史，1865到2025这160年中国不是世界第一
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因为中国三十
年来的发展模式，走到今天，出现了很多问
题，必须转变发展模式。目前没有合适的、成
功的中国模式。转型成功之后，才有合适的、
成功的中国模式。目前中国的发展走到了一个
转折点。问题千头万绪，但主要有三大问题：
经济发展模式不能自主创新，现行隔离城乡的
户口制度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官员财
产申报制度迟迟未能颁行。只要能解决这三大
问题，中国的前途，亚洲的前途，世界的前
途，必将一片光明。见拙文《新形势下的中国
社会变革三部曲》

环球人物专访：当新一届以习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产生之时，就明确的提出了“中国
梦”的价值追求，在反腐败与开展群众路线教
育活动方面，可谓是轰轰烈烈，而且取得了非
常好的效果，绝大部分人都给予了极大的中肯
的优秀评价。您认为中国当前的自我整顿会取
得什么样的效果，对中国的未来历史定位又是
什么呢？“中国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其本
身是只为中国发展所用还是为世界人类发展服
务呢？

旅美学家李毅：从美国朝野和媒体的反应
看，军委习近平主席的新班子，在世界上迅速
建立了权威。这里至少有三方面的意思。其
一，三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简称“政令不出中南海”。美国朝野和媒体都
公开承认，习近平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正有
助于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其二，西方一直希望
中国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搞垮中国，最好中国
也解体。习主席说中国要严防出现戈尔巴乔
夫，说否定毛泽东就要天下大乱。这样一来，
西方就按照今后十年中国不可能动乱、中国总
产值要定期超过美国的预期，安下心来和中国
打交道了。其三，在转变成为自主创新的经济
模式，消灭城乡隔离的现行户口制度，颁行官
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三大问题上，习李新班子
都有在未来几年进行实质性大跃进的迹象。

习主席“中国梦”的提法，有很大的感召
力。中国梦，强国梦，是1840年之后中国无数

志士仁人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强大精神动力。
朋友们如果在百度或谷歌键入“中国梦的社会
学图景”，可以看到我对中国梦的一个社会学
解释，供参考。中国梦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外国人不很关心，是正常的。中国人对美国
梦、欧洲梦、日本梦的关心，也很有限。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和而不同。

环球人物专访：微博在给人们带来迅捷的
信息的同事，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
一些谣言利用微博的迅捷广泛传播，带来了很
坏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一些大V有意无意的转发
更是扩大了影响，您对此是如何评价的。您认
为有巨大影响力的大V应该在微博中发挥什么作
用呢？美国的一些网络名人他们又是如何自律
和他律的呢？

旅美学家李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广
大工农群众，一定要享有言论自由，想说什
么，就说什么，对各级领导干部，骂几句也可
以，要牢记毛主席是怎样对待那个希望雷电劈
死毛泽东的陕北农民的。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
戒。特别要提倡、保护、奖励对于贪官的举
报。对于在网络上匿名或实名举报贪官，要特
别给与提倡、保护、奖励。

对网络大V，要像对待高级领导干部那样，
严格要求。首先是要立即实行实名制。言论自
由，必须建立在实名制的基础上。绝不能允许
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对于不实名的大V，立即
全部取缔。对于实名的大V，在实行高度言论自
由的同时，严格执行法律。胆敢造谣传谣的，
从严从重从快，予以严惩，判重刑，罚巨款。
要特别注意保护举报贪官的大V，要特别注意
消灭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推波助澜的大V。大V自
己，要把自己当作中国舆论战、网络战领域的
高级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不想干，就自
己下台。

对于内外敌人的舆论战、网络战，必须敢
于亮剑，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
敢于来犯之敌。抗战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量的
汉奸，以汪精卫为首。殷鉴不远，中国现在要
特别在舆论战、网络战当中把汉奸势力消灭在
萌芽状态。网络立法要加强。绝不允许匿名对
任何中国公民恶毒攻击、恶意诽谤。对于造谣
诬蔑、恶毒攻击、恶意诽谤毛泽东的，要从严
从重从快，予以严惩，判重刑，罚巨款。

美国统治阶级高度重视舆论战、网络战。
美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美国的大V，都是公众人物，例如知
名电视主持，国会议员等，实名上网。他们在
电视上、报纸上如何表现，在网络上就如何表
现。

性格决定命运。薄熙来落到今
天这个地步，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
性格决定的。如果他满足于一个政
治局委员，混日子等着退休，和他
老爹相比也是不相上下的。但薄熙
来就是薄熙来，他永远不会安于现
状，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姑且不论
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他的“重
庆模式”可行与否，作为政治斗争
的失败者，薄熙来在庭审中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的。这与他深刻了解
中共政治文化，掌握高层黑幕不无
关系。习李当局之所以将薄熙来的
案子一拖再拖，就因为薄熙来是个
刺儿头，生怕有什么闪失，在上任
伊始，把一场依法整治贪腐的政治
秀演砸了。

从公诉方的起诉书看，习李当
局本想让薄熙来配合一下演一场糊
弄老百姓的政治秀，好以此给我党
的形象做一次美容手术。谁曾想，
薄熙来这家伙不买账，在一审庭上
来个死不认罪，态度之强硬，出乎
当局所预料。薄熙来此举，不但赢
得广大薄粉及左派人士的欢心，而
且将习李当局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

境地。其在法庭上的表演，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奠定了他左派精神领
袖的地位。薄熙来这人心眼贼多，
他敢于向习李当局叫板，在庭审中
拒绝认罪，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绝地反击。

习李当局为了拿出一个体面的
解决薄熙来问题的方案，研究了一
年多，最后在起诉书中把薄熙来和
谷开来天文数字的巨额来源不明财
产一笔勾销，薄熙来及其家人随意
动用政府权力、随意整死中国人或
外国人、肆意践踏法律的问题也不
追究了，就连官媒一度透露的薄熙
来与多名女子发生和保持不正当性
关系的问题也不提了。当局之所以
只拿小小的500万说事儿，当然不是
嘲笑薄熙来的腐污能力连个乡长镇
长都不如，而是为了换取薄熙来的
配合，演好中共“既打苍蝇也打老
虎”的好戏。

熟悉习李当局软肋的薄熙来却
采取了不合作的立场，使这场原本
毫无悬念的政治审判演变成一场起
伏跌宕引人入胜的党内斗争的连续
剧。

王立军出逃事件揭开了中共党
内斗争的盖子，为执政十年毫无建
树的胡温提供了反击太子党的绝佳
机会，也使薄熙来在这次斗争中马
失前蹄，陷入囹圄。尽管薄熙来被
抓，薄粉及左派的声音暂时遭到封

杀，当局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依
然 小 心 翼 翼 ， 生 怕 牵 一 发 而 动 全
身，打破党内政治力量的平衡。这
也是薄案审判一拖再拖的原因。

被抓后的薄熙来同样深知中共
党内斗争的潜规则，如果他就坡下
驴，对指控他的贪腐行为采取认罪
态度，那他左派领袖的形象就彻底
玩完。如果他采取不认罪也不检举
他人的策略，不但能够自保，而且
朝中会有人出来保他。他心知肚明
官官相护的规则，更明白“一损俱
损 ， 一 荣 俱 荣 ” 的 潜 规 则 。 这 年
头，手握重权的官僚有几个是干净
的呢？连温家宝都不干净，给我惹
急了，让我儿子薄瓜瓜在海外把你
们的事全抖出来。因此，他深知习
李当局对他投鼠忌器，顾虑颇多，
不 敢 往 死 里 整 他 。 有 了 这 杯 酒 垫
底，庭审上的薄熙来就敢于把习李
当 局 精 心 准 备 的 审 判 剧 本 全 盘 推
翻，上演一齣突出主角的好戏。无
论十五年还是无期，甚至死缓，对
薄 熙 来 而 言 都 没 什 么 实 质 性 的 意
义。薄熙来现已提出上诉请求，希
望赶紧收场的习李当局又面临着新
的挑战。

尽管薄熙来一案打着依法惩治
贪 官 的 旗 号 以 掩 盖 党 内 的 政 治 斗
争，但它反映出来的中共当局所面
临的挑战还是不容忽视的。

                （下接第5版 →）

王辉云（印第安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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