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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是国内某重点大学的教授，目

前在美国担任短期交换访问学者。  
我想请问有关高级技术移民的事项。   
请问申请哪一个项目比较适合我？另
外应该如何申请？需要多少时间与费
用？

黄亦川律师回答：
虽然不知道你详细的资历，可是

著名大学的教授想得到绿卡，一般都
可以尝试着申请工作绿卡签证第一优
先或者第二优先。第一优先又分为A
与B两项，A项是具有国际水平杰出
才能的人才，B项是杰出优秀的教授
与研究人员。这两项的差别是A项目
可以自己替自己申请，不需要有雇主
与工作。B项虽然也不需要雇主与工
作，可是一般都是由聘用你的学校或
研究所提出申请。

第二优先是针对拥有高等学历的
优秀人才。它与第一优先最主要的差
别是第二优先一定要有雇主与工作，
先向美国劳工局提出申请，在获得美
国劳工局的认可后方才可以向移民局
提出绿卡申请。可是也有例外，如果
申请人的才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很有
帮助，也可以申请免去先要有雇主与
工作的要求。

第一优先最大的优势，除了不需
要有雇主与工作外，它还不需要等待
排期。只要通过审核，可以立即申
请绿卡。这当然是因为第一优先的标
准很高，达到要求的人数有限，自然
提出申请的人选也少的多，所以配额
用不完。读者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不
要以为自己拥有博士学位或是大学教
授，就自然的可以申请第一优先工作
绿卡。纵使读者具备高人一等的学历
与成就，申请第一优先也不是件容易
的事，最好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如
果以为填个表格，附上自己的学历就
大功告成，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二优先的标准自然比第一优先
要低了不少，正因为如此，来自中国
的申请人很多，因此人满为患，出现
了排期等待的现象。目前申请第二优
先的中国同胞在递交申请文件后要等
待两年左右才有望申请绿卡。另外印
度国民的第二优先排期等待比中国更
长，要等七年左右。其他国家都是随
到随办，没有等待期。

申请高级人才技术移民，无论哪
个项目，都是非常专业与繁琐的任
务。读者务必要咨询自己的律师或顾
问，在申请前做好周详的准备工作再
提交文件，抱着侥幸的心理是会弄巧
成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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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位列五大不准翻案右派的储安平5月19
日“下葬”。储安平历经多次批斗，至文革初年
生死不明，至今唯有衣冠冢在当日落成于江苏宜
兴。当地媒体报道称，此衣冠冢的落成得到了当
局批准。这在未获“平反”的右派中显得罕见，
中共是否有意翻案引人浮想联翩。

据当地媒体《江南晚报》5月19日报道，当
日位于宜兴西郊外龙墅公墓的储安平衣冠冢落
成，储安平的儿子储望华在父亲的陵墓前说，“今
天不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今天是一个纪念、追思
和怀念的日子。”

当时，储安平的儿子储望英、储望华、储望
德等至亲悉数出现在储安平墓地前，人们伫立在
雨中，寄托哀思。储望华作为子女代表发言后，
俯身亲吻了父亲陵墓前的无字书石雕。著名学者
章诒和作为储安平子女邀请的亲友代表发言，其
中有“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
衣冠，何其悲也！”的表述。因为储安平在文革
期间失踪后尸骨无还，落葬无骨灰，也没有逝者
生前衣物。一帧塑封照片、一本塑封书籍，相片
及书包裹在一方红布里，装入公墓管理方提供的
一只陶坛内，由储安平的子女为父亲落葬。

报道称，从宜兴有关方面获悉，在宜兴龙
墅公墓设立储安平衣冠冢，获得了当地政府的
批复同意。截至目前，宜兴龙墅公墓已有宜兴籍
名人潘汉年、徐悲鸿、蒋南翔、周建南等逝者的
陵墓，这些陵墓被安排在这个公共墓园的同一区
域，管理方在其中设立了“人文之灵”石碑。其
中，徐悲鸿衣冠冢于2011年设立，徐悲鸿夫人廖
静文、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在陵墓落成之际把珍藏
了近60年的徐悲鸿先生穿的西装放入衣冠冢内。

专程回到故乡宜兴参加储安平衣冠冢落成仪
式的储望华，于19日下午向宜兴博物馆捐赠了父
亲的遗物和照片十七件，其中包括由储安平创办
的《观察》杂志（原件）合订本共十册。储望华

“党天下”储安平落葬  五大右派翻案？
目前定居澳大利亚墨尔
本市，是著名作曲家、
钢琴家，宜兴博物馆藉
此机会聘任储望华为“宜
博之友”高级顾问。

储安平1909年生于
江苏宜兴，他于抗战胜
利后创办政论周刊《观
察》。据新近出版的《储
安平传》一书披露，储安
平独立创办《观察》周
刊，集合上百位一流学
者论政，将杂志打造为
国共内战时期知识分子
最主要的舆论阵地，宣
扬有别于国共两党的“第
三条道路”，即资产阶级
民主政治道路，开创了
新闻史上著名的“储安
平时代”。

中共建政后，储安
平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6月，因
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
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称“宗派主
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
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储安平还称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后，“大家对小
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
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
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
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
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
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结果，此举被毛泽
东视为资产阶级夺权行为，随即毛泽东在《人民
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掀起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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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来自全美60多个亚裔组织的领
袖和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争取亚裔学生入学平
权”新闻发布会。向美国司法部和教育部提出
行政申诉，指哈佛大学在录取亚裔申请人时存
在歧视行为，要求联邦政府介入调查，并要求
哈佛大学停止在录取中对亚裔的歧视行为。

这是继2014年3月加州SCA5提案涉嫌在大
学招生中歧视亚裔遭到华人群体激烈反对被撤
回，以及同年11月美国“公平代表项目”和“大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对哈佛大学提出诉讼后的
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行动。

哈佛等常春藤大学在招生中是否存在对亚
裔的歧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般认
为，常春藤盟校对亚裔学生数量设限是公开的
秘密，根据普林斯顿大学2009年的研究，在相
同的GPA下，亚裔需要1460分才有入学机会，
白人为1320分，拉丁裔为1190分，非裔为1010
分。据“华裔平等权益协会”提供的数据，在
过去20年，全美亚裔学生增加近一倍，但哈佛
及其它常春藤学校对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仍然
停留在14%至18％左右。 

如果说大学招生中，因为平权关系对少数
族裔的录取分数有所倾斜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同样是少数族裔的亚裔，录取分数高于其
他族裔太多，加上多年来哈佛大学招生中的亚
裔学生比例基本维持在一个水平上，就不能不
让人认为其对亚裔学生的隐形限额。即便在
2014年，哈佛大学声称亚裔学生的录取率已达
到20%，也有质疑声音认为其中包括了亚裔国
际学生。

当然，哈佛大学对歧视一说不予承认。一
直以来，哈佛大学对此的回应是录取学生的
标准是多方面素质考察和多元化考量。应该承
认，美国社会过去对亚裔（主要是华裔）学生
有刻板印象，认为亚裔学生只会读书，在其他
素质方面，例如社会活动、课堂发言、领导素

质 等 存 在 较 大 差
异，因而成为亚裔
学生在录取中的负
面因素。之所以说
是刻板印象，是因
为近年来亚裔学生
在 上 述 的 素 质 方
面，经过努力，已
经有很大改善，许
多亚裔学生不仅学
业优秀，在课外活
动 和 社 会 实 践 方
面，也表现出很高
的素质，但这些并
无助许多优秀亚裔
学生被录取。

同时，坊间也
有人颇有微言，质
疑哈佛大学或其他常春藤学校录取的学生，并
非都是如校方所说的那样杰出优秀。例如哈佛
和其他藤校，每年都录取世界各国高官政要显
贵的子女（当然并非说高官政要显贵的子女没
有优秀者），其中也有人虽然并不具备校方提
出的那些优秀素质，但也不妨碍其被录取。 

和考试成绩相比，素质方面的考察确实没
有量化的硬性标准，这也是对哈佛大学歧视
亚裔的提告或申诉的难点所在。此外，在美国
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多元是一个不能
不面对的因素，哈佛大学祭出的这一利器，很
难被驳回。至于《平权法案》主要针对美国公
立大学一说，倒不一定会成为对哈佛有利的理
由，宪法禁止的种族歧视，在美国是绝对的政治
错误，不管公立还是私立大学都不允许存在。

这次申诉能否成功还很难说，即使是在亚
裔中占多数的华裔群体中，也有不认可的声
音，包括对美国“公平代表项目”和“大学生

公平录取”组织对哈佛大学提出的诉讼，华人中都不
乏反对者，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如果提告或申诉失
败，美国主流社会会对亚裔包括华裔产生不良印象。

这一点其实是多虑了，笔者的看法是，这一
类诉讼或申诉如果能成功，对亚裔包括华裔的好
处不言而喻，即使不能成功，但在诉讼和申诉的
过程中，亚裔群体也可能有机会了解哈佛大学招
生中的细节和数据，主流社会也会增进对亚裔包
括华裔的了解，华人群体也能藉此加深对自己的
认识和定位。总之，结论和过程都很重要，对华
人群体都有益处。

这一连串在教育方面涉及《平权法案》的重
要事件，包括近年有白人学生和组织参与诉讼大
学招生中歧视和逆向歧视问题，主流社会以及亚
裔尤其是华人群体对《平权法案》的现实意义的
关注面日益扩大，很多人都相信，联邦最高法院
终究会给出一个说法。

（作者：一娴 文章来源：侨报网，图片摘自
xiduobaby.com）

亚裔群体申诉哈佛大学之思考

储安平首当其冲。
之后，储安平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

死不明，后被宣布死亡。储安平家人和诸多相
关人士均受牵连。1978年后，曾经被划为右派
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一
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
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
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
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

此番，当局批准储安平衣冠冢落成家乡，
而且当地媒体亦予以高调报道，如果不是刻意
向外界释放某种信号的话，也足可窥见目前当
局对半个世纪前的反右斗争的态度有所保留。

                             （摘自多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