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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们刚搬来印第安纳州，想

开创一家仅由家人参与的规模很小
的生意。有朋友说小生意不需要正
式成立公司，也有人说生意无论大
小，最好在州政府申请立案成立公
司。请问必须成立公司才能做生意
吗？如果决定成立公司，哪一种公
司形式比较适合我们？

黄亦川律师回答：
在不知道读者生意的细节之

前，很难给读者一个合适的建议。
我在这里只针对法律规定公司的各
种不同形式做一个简单通俗的介
绍：  

1. 独立经营（Sole proprietor-
ship）：这是仅由一个人负责的小
生意最常选择的经营方式。不需经
过申请，没有表格要填，没有费用
也不需要提交年度报告。可是要注
意的就是这种形式只能有一位所有
人，超过一人就必须选择其他的公
司形式。

2. 合伙（Partnership）：合伙
公司至少要有两位所有人。合伙
又分为通用合伙（General partner-
ship）与有限合伙（Limited part-
nership）。通用合伙的所有成员都
必须对公司负责，有限合伙至少必
须有一人对公司负责。

3. 有限责任公司（Limite li-
ability company）：这种公司没有
成员数目的限制。公司所有人所担
负的责任一般局限于公司的资产。

4. S公司（S corporation）：此
公司形式与有限责任公司很相似，
它们都享有公司税务可以经过个人
申报的待遇。这种报税方式的其中
一个好处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
公司的亏损来抵消报税人从其他方
面得到的收入。

5. C公司  (C corporation) ：这
是规模比较大的公司所通用的公司
组成形式。C公司不能由所有人个
人报税，公司的税务必须由公司统
一申报。

6. 非盈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许多慈善机构与公
益单位选择这种公司组织形式。

读者在考虑成立公司，经营生
意前，务必要咨询自己的会计师或
律师。只有在详细地说明自己生意
的性质、目标与成员后，自己的会
计师或律师才能够针对读者成立公
司的选择做一个适合读者个人情况
的建议。

附注：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
于黄亦川律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
的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翻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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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评

中国人为何还在怀念毛泽东？
上周二（9月9日）是中国前最

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逝世纪念日。在
毛泽东去世38年后，在中国和全世
界，对他个人和他的历史功过的评
价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

但无论对毛泽东如何评价，有
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即使在
和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的今天，中
国民间还有相当普遍的对毛时代的
怀旧情绪。甚至在竭力把唱红打黑
的重庆模式推向全中国的薄熙来下
台两年后，仍然有以下层老百姓为
主的许多中国人希望回到毛时代。

中国今天的社会环境、经济和
军事力量已经和毛时代全然不同，
尽管仍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社会
体制，但在大步走入市场经济的同
时，今天的中国人有了比毛泽东时
代宽松得多的社会环境。

那么，为什么在人们对毛泽东
亲手发动的反右、文革等残酷的政
治运动仍然有着惨痛的集体记忆的
今天，中国社会中对毛时代的怀旧
情绪却越来越强烈？不仅在陕北、
韶山和北京，甚至在中国最具资本
主义象征的上海南京东路，晚上还
时常能看见人们自我组织的唱红
歌。

怀念毛时代情绪的根源
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教授

朱学勤认为，有多种原因造成了这
一看上去矛盾和吊诡的现象，但首
先就是中国当局对于最能代表毛泽
东历史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处理。

虽然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做出
过一个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但这
个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政治
决议，并不具有纵深的历史含量，
它仅仅在政治上否定了文革和文革
集团，用党的决议的方式肯定了打
倒“四人帮”后的权力变动，但在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以及
文革对中国的民族、社会和百姓造
成了多大的祸害，该决议却几乎没
有涉及。

除此之外，在匆匆做出这一决
议后，中国当局立即封存了文革，
甚至不允许文革的研究正常进行，
以致老百姓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这个
政治决议，却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
真实原因至今仍然处于半蒙蔽状
态，因此一旦不满现状，就可能产
生对毛时代的怀旧情绪。

朱学勤教授提到的老百姓怀念
毛时代的第二个原因，是对社会不
公的不满。朱学勤教授指出，虽然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

了 巨 大 好
处，但在社
会公正和弱
势群体的权
益方面，却
出现了大量
问题。

这 些 问
题 拖 延 了
二 、 三 十
年，长期得
不到解决，
尤其在体制
维稳压倒一
切 的 情 况
下，老百姓
看不到能够
用一种非毛
式的、更民
主更法制的
方式，来解
决 他 们 处
境日益恶化的问题，所以自然而然
就想回到毛时代那种虚幻的人人平
等、工人农民领导一切的时代氛围
中去。

在朱学勤教授看来，这种现象
曲折地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邓式改
革造成的许多弊端的不满，但他们
又没有办法正面说出自己的反对意
见，所以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曲
折地表达对社会现状和自身处境的
不满。

的确，愈演愈烈的官员贪腐，
是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怀念毛泽东时
代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国著名
新左派学者、乌有之乡网站创办者
之一韩德强博士认为，现在中国新
的中央领导，就是在吸收毛时代的
精神营养，正在大力度地反腐、大
力度地改善民生，这方面正是毛泽
东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有深远意义的
地方。

韩德强博士说，中国社会现在
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只是道德上比
较积极向上的方面，是社会关系上
相对平等的精神和社会风貌，并不
是一定想回到那个时代的政策措施
上去。

意识形态方面的倒退
但是无论是形而上的精神和社

会风貌，还是形而下的政策举措，
毛泽东时代让中国和全世界最难忘
记的，应该是他发动的文革和反右
等让许许多多中国人受迫害、失去
精神和言论自由的政治运动。

韩德强博士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认为，和所有事情一样，毛泽东
和文革也应该从两个不同层面去
思考，从不同社会阶层的角度来反
映，这样才能对毛泽东或者文革等
政治运动做出较全面的评价。

无论反右也好，文革也好，韩
德强认为，受伤害的并不是普通
民众，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官员干
部，所以这些人对毛时代的记忆会
是恐惧和反感，但普通民众的感觉
和回忆却可能正相反，所谓的“革
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

韩德强博士还举反腐为例说，
对于现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王岐
山的反腐行动，中国老百姓会拥护
会欢呼；但是在中国的许多官员看
来，反腐也是一种迫害行为，是对
他们这些贪腐官员的迫害，因此风
声鹤唳。

从胡锦涛上任伊始就去延安、
西柏坡和井冈山朝拜，到习近平
的“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
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的讲话，外
界普遍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在
许多方面学习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
的做法。

朱学勤教授认为，从经济方面
看，习近平政府并没有师从毛泽
东，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
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决议，做出这
种决议，在毛泽东时代是无论如何
不可能想象的。

但 是 在 不 放 弃 经 济 改 革 的 同
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却越来越
明显地显示出向毛时代倒退的迹
象，包括又开始恢复毛泽东时代的
“深红色”口号和说法等。不过朱

学勤教授认为，这种倒退
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而
是可以回溯到邓小平时代
的后期。

朱学勤教授说，邓小
平没有坚持80年代初对毛
泽东文革的否定，而是向
左翼保守力量做出了大踏
步的让步，为今天留下了
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混乱。
而邓之后的历届最高领导
人在这个问题上也都不敢
继承70年代末、80年代初
对毛泽东的批判精神，却
为了维稳需要，恢复了毛
时代的许多做法。

“为人民服务是真正
的普世价值”

但是无论维稳有多么
重要，即便只是在意识形
态方面向毛泽东时代倒

退，对于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的经
济改革进程以及民主法治发展一定
会产生影响，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影响会是负面的和长期的，尤
其是对中国的人权和自由方面的限
制，会大大削弱中国经济发展和国
力增强带来的益处。

但是韩德强博士在接受BBC中
文网的采访时对这种说法表示反
对。他说，现在中国的言论相对自
由，但是这种自由有时被滥用，比
如互联网上色情新闻、图片、网站
铺天盖地，就是打着言论自由的旗
号，这种情况显然是自由被滥用
了，所以民众中对此有许多愤怒情
绪。

因此韩德强博士认为，现在最
主要的问题是自由会被滥用，而
不是政府走到取消自由的地步；其
次，他认为应该相信中国执政党也
在学习，也在反思，他们会吸取过
去合理的做法，而过去有问题的地
方他们会接受教训，不去犯同样的
错误。

而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回到毛泽
东时代的政策和做法的观点，在韩
德强博士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他
认为，把一个不见得大的可能性无
限夸大地去提示人们，客观上可能
帮助被整肃的腐败分子去声张他们
的声音。

至于一些知识分子看到习近平
当局如此大力反腐感到惊恐，甚至
担心个人崇拜时代和毛泽东时代又
来了，在韩德强博士看来，这只能
意味着是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绳”的非正常的社会心理。

韩德强博士还说，从感情上和
精神上回归毛时代，是对中国社会
最积极健康的力量，比如毛泽时代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
那才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具有全
球意义。

但是朱学勤教授却持完全不同
的观点，他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
向毛泽东时代倒退是对中国非常严
肃的威胁，是对今天的中国改革岌
岌可危的一个重大隐患。

如果意识形态一旦全面退回毛
时代，那么文革就可能重来，而
朱学勤教授认为，中国的第二次文
革决不会仅仅是1966年的文革的重
演，却会带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
不公的强烈的报复情绪，也许会比
1966年的文革更粗暴更野蛮，带有
一个社会阶层对另一个社会阶层的
报复。

（文章及右上图来源：BBC中文
网，左下图来源：红色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