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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是一名在印第安纳求学的

中国大学生，去年在美国结了
婚。近来发现自己怀孕了。我在
中国申请签证来美国的使馆面谈
时签证官告诉我，如果我要保持
在美国的合法学生身份，每学期
一定要修够学分。我担心怀孕与
生产前后，由于生理的限制，我
没有能力修够学分做一名全职的
学生。

我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
如果在此期间减少我的修业学
分，学校会不会向移民局举报而
让我失去我的合法学生身份？

黄亦川律师回答：
F1学生签证来美国入关时，

一般都会给予一种弹性的居留期
限，就是只要你持续保持全时的
学生身份，你就都可以合法留在
美国。对于大学本科、硕士班以
及法学院的学生，全时学生每学
期必须修满12学分；博士班学生
每学期必须修满9学分才会被认
可为全时学生。  

在下列某些情况下，可以不
需要修满12学分而仍然能够合法
保持学生签证：

1.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
如果只需要6个学分即可完成学
业，那么只修6个学分不会影响
你的合法学生身份；

2. 如果修12个学分遇到了学
习的困难，无法应付繁重的课程
要求，请尽快与自己的导师与学
校外国学生顾问取得联系。在获
得他们的同意下，有可能合法减
低学分；

3. 如果学生在修业期间生病
了或是怀孕了，在医生的证明与
推荐之下也可以向学校外国学生
管理单位申请减低修业学分。

一旦在美国修业时如果由于
任何原因或困难，无法达到全时
修业的要求时，千万不可心存
侥幸，以为没有人注意到。一定
要及时与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联
系，将自己的处境告诉校方，学
校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帮助同学顺
利完成学业的。

一旦学校将学生没有达到全
时修业学分的事实上报给移民
局，移民局很快就会启动遣返作
业，这时再想补救就很困难了。  
中国学生来美国求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请大家好好珍惜这个
机会，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学
生身份被剥夺而无法顺利完成学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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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足联第十六届亚洲杯于2015
年1月9日在澳大利亚举行。昨日
（22日），中国队以0:2不敌东道
主澳大利亚队，无缘四强。尽管如
此，平均年龄仅仅24岁的中国队在
小组比赛中表现出色，以小组第一
的成绩晋级八强，着实让国人兴奋
了一回。

中国VS沙特阿拉伯：运气尚
佳，略带瑕疵

1月10日，中国队在布里斯班迎
来了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沙
特阿拉伯。此役中国队表现略显紧
张，上半场双方力拼中场，都没有
进球，下半场中国队守门员王大雷
扑出沙特队的点球提高了全队的士
气。第80分钟中国队获得前场任意
球，于海直接射门打在了沙特队防
守队员纳瓦夫身上，球在对方门将
身前弹地入网，凭借此球中国队以1
比0战胜了沙特队，取得了开门红。
综观全场比赛，年轻的中国队表现
一般，上半场控球率低于沙特队，
合理跑动不多，发挥过于拘谨，传
接球失误多，队形过于松散，在相
当一段时间内场面比较难看。或许
中国队被幸运女神遗忘太久，本场
比赛好运明显站到了中国队一边，
沙特队亚洲杯前临时换帅，新任的
主教练只是租期一个月的临时工。
对手最有威胁的前锋、亚洲最佳球
员沙哈拉尼离奇受伤，没能参加本
场比赛。好运还没有完，当主教练
佩兰准备用刘彬彬换下于海时，边
后卫梅方突然抽筋，佩兰只能改变
换人计划，叫来姜至鹏实施对位换
人换下梅方，几分钟之后，正是未
被换下的于海用任意球直接破门使
中国队取得了胜利。本场比赛佩兰
从排兵布阵到战术布置都花费了大
量的心血，针对沙特队的特点排出
了抑制对手的阵容，几名队员在本
场比赛中站到了从未踢过的位置，
也正是这样的变阵使队员有些不太
适应。沙特队获得的那个点球是后
卫任航莽撞的铲球造成的，这其实
显露了后防线队员之间略显生疏的
配合隐患。此外，在前场定位球、
角球机会的把握上，第一点的争抢
第 二 点 的 跟 进 上 ， 都 显 得 不 够 积
极。高兴之余我们必须看清，好运
只是开始，能够陪伴我们走得更远
的只有实力。

中国VS乌兹别克斯坦：意外
惊喜，酣畅淋漓

第二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
赛于1月14日打响。首战取胜之后，
中国队士气大震，本场比赛更显得

点评亚洲杯中国队小组赛

信心十足。针对乌
队实力非常强劲的
中场，主教练佩兰
选择了积极变阵，
加 强 了 中 场 的 厚
度，并且排出以张
琳芃、任航、梅方
组成的三后位战术
体系。在佩兰的这
个体系中，左右两边的姜至鹏和张
呈栋实际上打的是假后卫，进攻的
时候这两位队员的位置要提至中前
场，并与前卫线形成套边下底，防
守时要迅速回到中后场进行阻截参
与防守，这样的战术对边路运动员
的体能合理分配要求很高。对于这
样的变化，中国队主教练在赛后新
闻发布会上解释说：“我们之前观
察过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他们中
路的传递非常好，配合比较细致，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中
场的人数，限制对方在中场的控制
力。”由于临时有针对性的变阵，
个别队员场上位置感不是很强，造
成控球率不高，逼抢不够积极，致
使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扬取得了一
粒幸运的进球。中国队0比1落后进
入 下 半 场 ， 佩 兰 换 上 了 控 球 能 力
强、跑位比较灵活的蒿俊闵，利用
他的个人能力撕开对手的防线，消
耗了对方的体能；并且左边后卫姜
至鹏边路的传中造成乌兹别克斯坦
队禁区内片刻的混乱，由中场球员
吴曦打入了扳平的一球，这个球进
得非常漂亮。主教练在扳平比分之
后换上了此前受伤病困扰的孙可。
孙可上场后第一次触球就在对方禁
区前沿远射破门，中国队2：1反超
了比分。比赛最后时刻，佩兰换上
了刘彬彬来牵制对手，用他充沛的
体力和速度去冲击对方
来减轻后防线的压力。
最后中国队利用合理的
控球、顽强的防守和积
极的跑动拖垮了平均年
龄相对较大的乌兹别克
斯坦队，至使对手在最
后阶段士气下降，早已
没 有 了 扳 平 比 分 的 欲
望。这是中国队在之前
的比赛中很少出现的可
喜的状态，这也是近几
年中国队打得最好最合
理的一场比赛。

两 战 两 胜 的 中 国
队已经锁定了B组第一
名，晋级八强。取得这
样的佳绩，其中经历了
无尽的悲怆与辛酸，国
人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
一回了。

中国VS朝鲜：闪电进球，半
场崩盘

1月18日，中国队转战堪培拉
大球场迎战两战皆负已无缘八强的
朝鲜队。朝鲜队算是亚洲的强队之
一，四年前朝鲜队还参加了南非世
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实力不容小
视。此役中国队并未进行大面积的
轮换，佩兰只是对首发阵容做了个
别调整。比赛伊始中国队取得了梦
幻开局，后卫梅方中场长传至对方
禁区，朝鲜队中后卫冒顶，孙可快
速包抄到位抢在门将出击之前轻巧
地捅射破门，中国队1：0领先，此
时比赛刚刚进行了44秒！上半场前
半段中国队的控球率高达75%，全
面压制住了对手，在中国队多次精
彩的配合下，朝鲜队被压迫得几乎
喘不过气来。半场结束前，左后卫
姜志鹏助攻至前场传中，又是孙可
后点包抄头球梅开二度，中国队以
2：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赛
不久，佩兰用于汉超替下了队长郑
智改打单后腰。朝鲜队借机发动了
疯狂的反扑，场上风云突换，中国
队的场面完全失控。第56分钟朝鲜
队下底传中，郑日冠门前推射，中
国队乌龙将球弹入自家球门，朝鲜
队扳回一球。第70分钟中国队用吴

曦换下孙可，重新打回双后腰战术
的中国队逐渐稳住了场上的局势，
但为荣誉而战的朝鲜队对中国队球
门实施了围攻态势，并在第82分钟
外围远射击中了中国队的横梁险些
扳平比分。面对朝鲜队压迫式的进
攻，主教练佩兰也有些紧张，站在
场边不断冲场上队员咆哮，提醒队
员 注 意 力 集 中 。 好 在 时 间 所 剩 不
多，在朝鲜队一轮又一轮地疯狂进
攻中，裁判员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
的哨声。中国队最终以2：1的比分
惊险地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胜
利固然可喜，但是国足将士们下半
场 的 表 现 不 尽 人 意 ， 队 形 过 于 松
散，表现过于懈怠，这也是成长中
年轻的中国队所必须克服的障碍。

亚洲杯小组赛三场比赛全部结
束，中国队史无前例地以全胜战绩
积9分列小组第一，昂首晋级八强。
纵观三场比赛，仅仅从积分来看中
国队的表现可以说非常完美，但若
从比赛过程来看，三场比赛共计270
分钟，只打了90分钟的好球，大部
分表现起伏不定，三场比赛都没有
持续稳定的发挥，这也是中国队多
年来的弱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是摆在中国队教练组面前的一个重
要课题。

亚洲杯首轮国足胜沙特（图片来源：华奥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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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阳（印第安纳）

中国队主教练佩兰（摘自网络）

观赛现场的标语（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