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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有位亲戚，拿绿卡多年，尝

试着考公民好几次，都没有通过。
她一直都很努力地学习英语与公民
常 识 ， 可 是 由 于 一 些 心 理 上 的 疾
病，学习起来非常困难，往往一学
就忘记了。

前些时候听一位英语好的朋友
说 只 要 符 合 移 民 局 规 定 的 一 些 条
件，可以用母语来回答公民入籍面
谈考试。我的亲戚很想尽快入籍公
民。请问如果有心理上的障碍或疾
病，也可以用母语考公民入籍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这是我执业多年经常遇到的一个

咨询问题。移民局规定，凡是申请
人在申请公民入籍时，年满50岁、
持有绿卡居住在美国20年以上；或
是，申请入籍时年满55岁、持有绿
卡居住在美国15年以上，对于英语
口语的了解能力不足，无法用英语
来 考 试 的 ， 可 以 使 用 自 己 的 母 语
来考公民入籍考试。另外，年满65
岁、持有绿卡20年以上，不但可以
用母语考公民，而且只要学习20题
就可以了。

如果申请人由于心理或生理上
的障碍或疾病，导致无法顺利学习
英语与公民常识，移民局还有一项
完全免除公民考试就可以入籍公民
的规定。移民局首先要详细审核申
请人的心理或生理障碍，障碍必须
是永久性的，或者至少延续一年以
上。请读者注意，不是所有的障碍
都可以免考，所谓的障碍必须与阻
扰学习英语及公民常识有关联。最
重要的是要有合格专业人员的正式
评估。专业人员包括医生、心理治
疗家以及整骨治疗医师。

举例来说：因为中风而导致记忆
力丧失，无法记得学习内容；因为
唐氏症而无法正常就学；或者由于
人格分裂症，导致对人或事的极端
情绪反应等等原因都可以成为免考
入籍公民的正当理由。

移民局审核心理或生理障碍免公
民考试的程序非常繁琐及严格，千
万不要以为随便找一位医生，简单
的写一份报告就可以了。读者如果
认为自己有免公民考试的可能，请
务必咨询自己的律师及医生，由专
业人士来预先判定你是否真正的符
合公民免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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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
票，裁决同性婚姻符合美国宪法，并享有等
同于异性婚姻的基于婚姻之上的1138项民事权
利（包括遗产税、社保金、退休金、医院探视
权、有权不为入罪配偶作证等）。从2004年5
月17日马萨诸塞州打响法律认可同性婚姻的第
一枪以来，美国陆续有37个州通过法律形式承
认同性婚姻。至26日，美国成为世界上第19个
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这一天，不仅在美国是
一个里程碑，而且，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
影响，这一天注定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日子。

同性恋古来有之
同性恋在历史上源远流长，许多古人都有

同性恋行为。柏拉图、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
柴可夫斯基等名人，都已经确凿地被证明是同
性恋者。最近，有人经过研究，怀疑林肯也是
同性恋。断袖之交、龙阳先生和磨镜之好这些
说法在中国早已有之。在古希腊，同性恋是司
空见惯的现象。在梅里格（Meleager）的130
首诗篇中，就至少有60首是赞美同性恋的。不
过，仅仅有这些关于同性恋存在的证据，还不
能为同性恋者享有其它社会成员享有的同样权
益提供足够的保证。只有从理论上对同性恋的
来由和存在根据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给法律
提供依据，通过法律赋予同性恋保护，同性恋
才可能获得异性恋的社会地位。

早期的同性恋研究
最早对同性恋进行研究的是德国的马格拉

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赫希
菲尔德是一个同性恋者，也是一个医生，正
是这个身份使他对同性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从而开始了对同性恋的研究。赫希菲尔德设
计了130个问题，对3000个学生和5721个冶金
工人进行了调查，试图对被调查者的力必多
（Libido）指向得到一个清晰的了解。大约一
半的人交回了问卷。从这个相当大的样本中，
他得出了同性恋占男性中2.3％、异性恋占
94.3％、其余为双性恋的结论。他还采用了面
对面采访的形式，对存在于男性中的同性恋进
行了调查，而且居然巧合地得出了同性恋占
全体男性2.2％的结论，跟问卷调查的结果一
致。由此，他进一步论证道，同性恋其实只是
人类多姿多彩的性行为中正常的一种。他为此
而奔走呼吁，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旨在推进性
道德和性法律改革的国际研讨会，当然，其中
最主要的内容是推动全社会对同性恋的接受，
争取同性恋在法律上平等的地位。他还到过中
国，在广州和北京等地作过精彩演讲，听众如
云、掌声震耳。不幸的是，他的理论和实践不
见容于纳粹。1933年5月，纳粹认为他的实验
室是邪恶和危险思想的中心，捣毁了他在柏林
的实验室，把他的所有关于性研究的资料销毁
殆尽，还烧毁了他的图书馆。赫希菲尔德一生
的心血尽付东流，其对同性恋的研究由此中
断，他经受不住如此惨重打击，于两年后悲戚
而亡。

1905年，佛洛伊德在他的《性三论》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中，
阐明了他关于同性恋以及两性恋（bisexual）
的性学思想。他关于性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人类
有着一种普遍性的两性恋的特征。他认为精神
分析表明：所有的人至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有
能力去选择一个同性作为恋爱对象。他认为不
论是同性恋的力必多（Libido）还是异性恋的
力必多，就它们对人的思想精神状况的影响而
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且同性恋是性的发展
中由于父母的影响或忽视而产生的幼儿性阶段
的一种固态（Fixation）。同在1905年，他写
道：同性恋不是疾病，也不是在法庭上所能解
决的问题。同时，由于他认为人类的普遍的两
性恋的观点，他认为同性恋者中也包涵了一些
异性恋的因素。即使精神分析也不能完全把一
个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但精神分析学家至少
可以挖掘出些异性恋的因素来。这种解释也表

木愉（布鲁明顿）

同 性 恋 从 存 在 到 合 法 婚 姻
 时评

6月28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纽约州州长安德
鲁·科莫（前中）参加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
（图片来源：新华网）

明，弗氏本人对同性恋的
产生原因不甚明了，因为
他对精神分析能否治疗同
性恋保持了清醒的客观态
度。

在美国，曾经有过多
次关于同性恋的调查，
比较著名的是汉密尔顿
（Hamilton）于1929年、
让 姆 塞 （ R a m s e y ） 于
1943年和芬格（Finger）
在1947年所做的调查。让
人惊异的是，这三个调查
结果显示同性恋在全体男
性中的比率高达17％到30
％之间，都远远高于赫希
菲尔德的结论。导致如此巨大偏差的原因是他
们使用的样本太小，而且也有选择性。

另外，性变异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Sex Variants）也在1935年对同性恋
现象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参与调查研究的
有妇科医生、精神病学家、外科医生、放射学
家、 生理学家、脑科学家、城市社会学家和人
类学家等，许多同性恋者自愿地参加了这项调
查中来。这项学术调查活动的先导是简•盖伊
（Jan Gay），她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个
同性恋者，曾经到过柏林的赫希菲尔德那里学
习过他的调查方法。1932年，她面试了巴黎、
柏林、伦敦和纽约的三百多个女性同性恋者。
妇科医生迪金森（Dickinson）在行医中遇到了
许多女性同性恋者，他觉得女性对男性的不满
将会是对人类婚姻稳定的一个威胁，于是他对
同性恋现象产生了兴趣，又听到盖伊已经开始
了对同性恋的调查，便四处奔走，试图组织一
些人对同性恋进行科学研究。在迪金森的呼吁
和努力下，性变异研究 委员会终于成立，并请
来盖伊参与这项调查。盖伊的调查方法被当成
这个大型调查的指南，同时盖伊也请来许多同
性恋者作为研究对象参与这项调查。

这个调查对同性恋的成因以及同性恋者的
身体都作了许多详细的研究，认为同性恋之所
以出现更多是因为异性恋的缺陷，因此父母必
须做出幸福婚姻的表率，才会使得儿女对异性
恋充满信心。调查发现，许多同性恋者都在同
性恋的状态中体会到了性欢悦。因此，调查
的主要参与人乔治•亨利（George Henry）认
为，如果没有社会的干预，更多的人可能都会
成为同性恋者，只有幸福的异性恋婚姻才能保
证人们不会变成同性恋者。

从上可以看出，这个调查虽然对同性恋的
成因有许多有价值的探索，但其结论对同性恋
是消极的否定性的，其着眼点是如何才能避免
同性恋。

金赛找到同性恋合理化的依据
到了金赛这里，同性恋的调查才掀开了新

的篇章。
金赛第一次对同性恋有了度量。他认为同

性恋和异性恋不是完全隔绝的的两大阵营，两
者之间具有连续性。由此，他把同性恋跟异性
恋放到同一坐标上来考察。这一坐标从0到6，0
是纯粹的异性恋，6是纯粹的同性恋，0到6之间
逐渐过渡。他这个坐标上从0至6的7个数字都有
着具体明确的定义。0是没有例外的异性恋，从
来没有同性恋行为；1是异性恋居于主导地位，
同性恋行为只是零星发生；2是异性恋仍居于主
导地位，但同性恋行为不再仅限于零星状态；3
是同性恋行为和异性恋行为相当；4－6，则反
过来。一个人可以根据他对同性异性的态度而
处于这个坐标上的某一点。同性恋和异性恋有
史以来第一次被金赛统一起来，同性恋不再是
一个孤立于正态分布之外的怪物。金赛之所以
找到了这个指标，是因为他发现人们在用同性
恋作为标签来对人定性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困
境——许多人常常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人群
中，只有大约一半的人是纯粹的完全的异性恋
者。那么对另外一半人如何去定义呢？ 这样他

得到了启示，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可以统一在
一个人的身上，于是从0到6的标杆应运而生。

有了这个度量，金赛就有了对所有人进行
同性恋因素考察的定量依据。通过他经年累月
搜集来的浩繁的性历，金赛第一次权威地指出
许多事实，比如：大约3－16％的男人和1－3％
的女人有着完全排除异型在外的同性恋经历。
这样金赛就对人类中同性恋行为的比例有了一
个大致的描述，并由此为同性恋的合理化找到
了依据。

金赛的调查表明，同性恋行为并不是在所
有人群中都有着一样的比例。同性恋行为受制
于许多因素。比如，较早进入青春期的男性
中，同性恋行为比例要高些；在乡 村中，同性
恋的发生率较之城镇的发生率也要少些；经常
去教堂的人中，同性恋发生率也要低些。女性
的情形却不太一样，女性同性恋行为在城镇的
比例高于乡村只 在20岁以后才显现出来。宗教
背景对女性同性恋倾向的影响跟其对男性同性
恋倾向的影响一样，即宗教色彩不浓的女性发
生同性恋的可能性要高出许多。

金赛的统计表明，在全体男人中，6.3％
的性高潮是通过同性恋行为来实现的，在女性
中，这个比例大约要低一半。女性发生同性恋
的比例总的说来要低一些，她们拥有同性恋伴
侣的个数以及同性恋经历的时间都要比男性少
许多。

金赛还指出，在其他哺乳动物中，同性恋
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人类作为哺乳动物的高级
形式，其实与哺乳动物的习性有着一衣带水的
关系。他通过历史的考察和大量数据的统计分
析，得出了同性恋在人类社会中其实是司空见
惯的。在西方，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把同性恋看
成一种丑陋的习性甚至是一种罪恶，所以，同
性恋在西方的 生态环境非常恶劣。在古罗马，
就曾经有过用火来惩罚同性恋者的酷刑。即使
如此，通过金赛搜集的性历证明，同性恋其实
依然故我地存在着。金赛指出，即使把今 天具
有同性恋历史和倾向的人统统灭绝，也难以令
人相信同性恋在下一代中会因而减少。同性恋
在人类的黎明时期就跟人类相依相随，因为同
性恋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

金赛富有权威性的调查发现了同性恋在人
类中占有相当比例的事实当然让同性恋者们倍
受安慰。到了今天，同性恋正越来越为社会所
接纳，旧金山的同性恋者们已经可以公开举行
一年一度的游行，以招摇过市的姿态向世人宣
示自己的存在。许多学校，比如印第安纳大学
设立了同性恋双性恋者办公室，保护同性恋学
生及其它非异性恋学生的合法权益。在人类社
会的各个角落，有同性恋取向的人们已经不用
再躲躲闪闪，而是可以从容地表示自己的身
分。回头一看金赛以前的历史，我们不能不为
之唏嘘不已。就在金赛诞生那一年，著名的音
乐家柴可夫斯基就因为其同性恋身份而悲惨地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告别了残酷的人世。而之
前，他百般无奈地跟女人结婚，仅仅是为了掩
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