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12月6日
December 6，2013A2 精彩时评·来信

OPINIONS

Asian American Today Subscription
Name / Organiz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ing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irst issue start-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bscription rate: 
$30 for 6 months, $50 for one year, 
$80 for two years 
Please write your check payable to Asian 
American Today.
Mail this form and your check to
Asian American Today, 
420 University Blvd, Box 104,
Indianapolis, IN 46202
Any questions, please call 317-213-5825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印第安纳波利斯
老年公寓 (Ditch Rd & 86th St; & Hossier 
Village，West 96 St)；
ICCCI中文学校，IUPUI 中文学校,  华人教会
中文学校Chinese  Church; 
Eli Lilly & Co. ;  IUPUI; Telamon
Asia Mart (中华超市， Castlton Sq); 
亚洲超市（21st St & Lafayette Rd);  
东亚超市 （96th St. & Keystone);  Saraga
宝岛海鲜酒家（6304 E 82nd St.）
锦标海鲜酒家 (38 St & Lafayette Rd).
四川饭馆(116th & Range Lane Rd)
天福京川餐馆（3508 West 86th, Indianapolis）
蜀香园（3649 Lafayette Road, Indianapolis）
图书馆 (Central, Westfield, Fischers, Zionsville)

印第安纳州：Indianapolis, Kokomo, Colum-
bus, Lafayette, Bloomington, Muncie, Evansville,  
Terre Haute, South Bend, Fort Wayne, Evansville
俄亥俄州：Cincinnati, Cleveland, Columbus
路易斯安那州：New Orleans Hong Kong Mart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地址 Address: 420 University Blvd, 

               Box 104, Indianapolis, IN 46202    
电话 Phone: 317-455-5881
网址 Website:  www.yamei-today.com   
报纸订阅 Subscribe to Us: 317-213-5825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aatodayin@gmail.com  
广告部 Advertising Department: 
            317－213－5825

口译、笔译、 
中译英、英译中

各 种 与 移 民 、 就
业、上学、家庭、
法律有关的专业翻
译及公证服务。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rofessional document  
translation & Public  

Notarization services in a  
variety of areas, including  

immigration, education, family, 
employment and law. 

317-213-5825
Email: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GOOD, FAST, AND UNBEATABLE PRICE

Translation & Public  
Notarization Services

DESIGN
GOOD, FAST, AND UNBEATABLE PRICE

各类广告，说明书；毕
业/结婚通知；菜谱；商
标及配套名片，信纸，
信封，包装等；简报；
网页；书，杂志等的封
面及排版；各种标示。

Ads, brochure; graduation/
wedding invitation;  

restaurant menu; logo and 
business card, letterhead, 
envelope etc; newsletter; 
web; cover of book and 

magzine; icons.

317-213-5825
Email: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本 报 发 放 地 点

本报声明：本报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和老伴上个月回国探亲，我

们在国内住了一个月。回去前没多久
儿子刚给我们两各买了一个新式的智
能手机，我们还在学着用，就一并带
了回去。在北京下了飞机，我们在等
待转机时把手机拿出来把玩，老伴很
兴奋的告诉我说手机有信号，好像可
以用。我们就试着上网以及打电话给
亲友报平安，都没有问题，和在美国
没有什么差别。  

回美国后没有几天，儿子慌忙
的跑来问我们在国内有没有用手机，
我们说有啊，很好用呢。  原来是手
机公司的账单来了，上面除了正常的
月费外，还附加了不菲的漫游费。这
时才知道在出国时使用美国的手机必
须加收昂贵的漫游费。我们在完全不
知情的情况下累计了为数不少的漫游
费。请问我们有办法去向电话公司交
涉与解释，请他们免掉漫游费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目前很普遍的智能手机在带出

国时的确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智
能手机与以前的古董手机不同，在全
世界都可以通用。  问题出在高昂的
漫游费。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累计
了上万元的漫游费，尤其是对智能手
机的功能不太熟悉的人，这种事件
经常发生。 美国政府有关机构在许
多消费者的抱怨下，也曾经想立法要
求电话公司在需要收费的漫游前预先
警示消费者，可是由于种种的原因，
一直没有实现。消费者只能教育自己
才可以避免这种不愉快的庞大意外开
支。

在这种类似的事件发生后，第
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立即打电话给所属
的电话公司，向他们好言解释，希望
能够在自己不知情的前提下将漫游费
减免或甚至于取消。有传说一个人
在国外无心的累计了两万多元的漫游
费，最后在与电话公司不断的协商下
只付了两百元结案。这个故事是真是
假谁也不知道，可是耐心协商解决总
是不会有害处的。    

预防永远重于事后补救。  读者
在携带智能手机出国前可以做一些准
备工作，以避免在无意中被收巨额的
漫游费。如果希望在回中国后也能够
正常使用手机，可以在出发前预先与
电话公司签订短期的国际服务合同，
那样就能以合理的费用在国内方便的
使用手机。如果手机是处于开锁模
式，可以将原来的手机卡取出，在国
内另外买一张卡插入使用就行了。如
果不需要在国内使用美国带去的手
机，就一定要记得预先关闭手机的漫
游功能，光是开启手机的飞行模式是
不够的。因为手机总是会不时的提醒
你关闭飞行模式，一不小心就会把飞
行模式关闭而将手机转为漫游状态，
这时无论使用手机与否都有可能被收
取形形色色的漫游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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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
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
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
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
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
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
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
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
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
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
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
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
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
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
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
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
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
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
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
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
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
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
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
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
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
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
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
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
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
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
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
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
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
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
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
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
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
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
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
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

举世瞩目的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
按部就班结束了。本文简略分析一下三
中全会之前中国、亚洲、世界的形势，
三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和三中全会
对中国、亚洲、世界的影响。 

我此前有两篇文章，分析了三中全
会之前中国、亚洲、世界的形势。一篇
是《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变革三部曲》
，一篇是《著名旅美社会学家李毅先生
做客环球网》。大体上，再有十年左
右，中国总值就要超过美国，重回世界
第一。总的说来，1865年前, 2025年后,
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中国世界第一的历
史。从1865年到2025年，这160年，中国
不是世界第一的历史，只是人类社会历
史的一个短暂插曲。

中国的持续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
贡献巨大，造福了全人类。但对中国国
际地位的持续上升，美日欧和中国周边
国家地区也有不适应的一面。最近几天
对中国合理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无理
取闹，就反映了这个倾向。美国三大航
空公司向中国报备，说明中国应该坚决
做应该做的事情。

三十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
的同时，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十分严重
的问题，积重难返。拙文《三部曲》认
为，其中，有三个问题，危害最大。第
一个，是生产方式不能自主创新，现有
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污染环境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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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迟迟不能转型。第二个，现行
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癌症，亟待废除。第三个，官员财
产申报公示的法律制度迟迟不能颁行，
严重危及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
长期不解决，必将亡党亡国。

三中全会的主要结果，就是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习近平为组
长，刘云山、张高丽为副组长起草的。
时间设计到2020年。中国几千名高级领
导干部和专家参与了讨论制定。这个决
定，并没有很多新的东西，而是把以往
35年来认为是行之有效的东西，放在一
起，重申一下，并在某些方面向前跨一
步。

《决定》指出，当今中国，市场不
规范，以不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广泛存
在；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普遍
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
和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搞
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指出，
经济上，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
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市场
起决定性作用，但不起全部作用，政府
要调控宏观经济，加强公共服务，维护
市场秩序，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
灵，改革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实

现公平正义。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
贸易区战略。建设美丽中国，保护环境。

《决定》指出，要巩固和发挥公
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国有大企业要搞现
代企业制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
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
犯。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不搞农
村土地私有制。

中国现在近14亿人口，35%城市户
口，65%农村户口。《决定》指出，要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符合条件的
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全面放开
建制镇和小城市（可能是指县城）落户
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
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
城市人口规模。我认为，明确要加快户
籍制度改革，是这次三中全会的一个最
显著的成就。

政治上，《决定》指出，要坚持共
产党的领导，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建设法治中国，维
护宪法权威，废除劳教制度。要成立国
家安全委员会，建设强大军队。要建立
文化强国。《决定》全文，加上习近平
对《决定》的说明，有好几万字，很多
细节，这里就不赘述了。

从《决定》和习近平对《决定》的
说明看，从习近平、李克强团队一年多
来的作为看，从中国的现状看，似乎可
以作这样三个推测和判断。第一，中国
经济还要增长很长时间。市场化改革要
加快增长。政府加强调控要加快增长。

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
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
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
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
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
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
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
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
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其他原因暂且不
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
反思。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
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
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
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
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
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
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
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
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
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
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
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
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
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
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
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
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
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
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
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
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
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
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
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
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
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
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
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

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
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
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
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
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
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
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
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
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
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
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
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
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
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
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
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
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
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
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
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
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
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
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
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
“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
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
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
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
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
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
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
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
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
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
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
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
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
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
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
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
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
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
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
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
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
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
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
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
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
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

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
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
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
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
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
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
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
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
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
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
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
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
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
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
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
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
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
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
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
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
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
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
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
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
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
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
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
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
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
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
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
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
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
“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
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
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
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
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
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
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
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
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
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
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
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
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
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
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
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
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
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
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未完）

李 毅 评 中 国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国有企业、非公企业都要增长。特别
是，改革户口制度、加快城市化，必将
极大促进经济增长。今后一、二十年，
中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没有问题。
中国总值如期超过美国，如期重回世界
第一，没有问题。全中国，全亚洲，全
世界，愿意也罢，不愿也罢，都要活在
在一个从美国总值第一变成中国总值第
一的世界里。

第二，如何转变当今中国难以为继
的生产方式，《决定》没有直接全面论
述。似乎，好像，中国希望通过深化市
场化的改革，来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
促进自主创新。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
家，能不能通过市场化来促进自主创
新，来转变生产方式，来摆脱中等收入
陷阱，世界经济史的发展并没有成功经
验，没有先例。中国能够通过加速市场
化来完成转变当前难以为继的生产方式
吗？现在看不清楚，很难说。中国怎么
办？拭目以待。              

第三，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
反腐败方面抓得更紧了，大案不断。去
年，全国人大把官员财产申报列入了立
法准备日程。习近平搞“群众路线”的
小运动，使全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的豪
华餐馆，生意都大受影响。一些商品，
如茅台酒，大幅度降价。但这次在《决
定》中，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一个
字都没有提到。中国执政党的名字叫“
共产党”，现在中国个别官员富可敌
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问题，如果长期
得不到解决，中国亡党亡国的可能性就
日益增加。中国怎么办？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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