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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有一位朋友，多年前经由与美

国公民结婚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由于
个性不合，在结婚好几年后双方友好
离婚了。离婚后，她在回中国旅游时
与一位同乡开始交往，去年双方在中
国举行了婚礼。她回美国后就开始办
理她现任先生的移民美国申请手续。
她没有聘请律师办理，只是拜托了一
位英语好的亲戚替她处理所有申请事
务。过了几个月，移民局通知她去面
谈，她的英语不好，就请了另外一位
英语好的亲戚陪同。 

又等了好几个月，才收到移民局
的通知，要求她补材料证明她婚姻的
真实性。让人意外的是，移民局并不
是要求她证明目前婚姻的真实性，而
是要求她证明前婚姻的真实性。请问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该怎么办？

黄亦川律师回答：
由于外国公民经由与美国公民的

婚姻关系而取得绿卡的数量，占所有
亲属移民的很大一部分，所以美国移
民局对于婚姻绿卡的核发也日趋严
格。婚姻绿卡在核准后，如果结婚的
时间不超过两年，都是先发一张为期
两年的临时绿卡。在两年临时绿卡快
到期时还必须及时向移民局申请十年
绿卡。申请十年绿卡的审核标准也是
非常繁琐与严格。许多经由婚姻关系
取得临时绿卡的同胞，以为既然已经
拿到绿卡了，再申请延期应该不成问
题。等到申请后被要求补材料，才发
现即使婚姻是完全真实的，可是没有
准备充分的文件证明，轻则为自己添
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重则造成永久
绿卡申请的被拒绝，必须离开美国，
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在面谈后要求申请人提供资
料证明前婚姻的真实性，这可能代表
移民局不怀疑申请人目前婚姻的真实
性，却怀疑前婚姻的真实性。因为申
请人的原始绿卡是经由前婚姻而取
得，所以这种要求是不可掉以轻心
的。不但替目前配偶的绿卡申请有可
能被拒绝，就连自己已有多年的绿卡
都被质疑了。

只要前婚姻是真实的，也不必太
担心。婚姻多年，多少也累积了一些
能够证明婚姻真实性的资料。建议读
者的亲戚尽快咨询自己的律师或专业
顾问，搜集所有能够证明前婚姻真实
性的文件资料，加以筛选整理，按时
提交。如果被要求再次面谈，务必聘
请专业翻译人员。业余的亲戚陪同翻
译，纵使英语口语无碍，可是有许多
移民与法律的术语，不是一般人能够
了解。如果翻译有误，再想向移民官
解释或辩解就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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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7月6日希腊全民公投否决欧盟援助方
案大戏的落幕，这个一直处于舆论中心的地中
海岛国终于完全浮出了海面。

关于希腊，也许人们很难想象，这个曾以
其独创的民主政体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明进程
的国度，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竟然成了一个
最大的笑柄。希腊人全民公投的实际意愿很清
楚，既想留在欧元区，又拒绝欧盟提出的紧缩
方案，只想由欧盟出钱来维持他们的福利。

那么，他们的福利是什么呢？希腊所有
的政府和私人企业界员工每年会获得14个月的
薪金、每年6个星期的假期和平均退休年龄为
53岁等。有社会保险福利号码者均有权享受公
费医疗、长期失业者困难补助。举个例子，如
果老爸是公务员，就算去世了，未婚或离婚后
的儿女可以永远领取他的退休金，直到死亡或
结婚。此外还有许多，比如在首都雅典，地铁
系统实际上对500万当地居民“免费开放”，
希腊街头有不少拥有私人泳池的别墅和豪宅，
但按照政府统计数据，这些住所的所有人都是
“穷人”。因此有人说希腊到处是有钱人的穷
国家。（《钱江晚报》，2015年7月5日）

于是希腊人的世界中，终日飘荡着饱食终
日者的欢声笑语，他的生命注定了就是在某个
慵懒的下午喝着美酒，在地中海闲适的阳光中
消磨微醺的幸福。在这里闪烁的是放纵过度后
的空虚与文明触顶后的腐烂，体现的是不思进
取的精神厌倦。

希腊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开创了发达国家
第一个实行债务违约的先例，这很容易让我们
想起了现代经济社会另一个特别的术语——中
等收入陷阱的出现。今天，人们提到这个词，
首先想起的就是拉美。关于债务违约，拉美在
这方面似有专利。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
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
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还有自去年石
油下跌以来委内瑞拉等国的动荡。

刘工昌（中国江苏）

有 一 种 病 叫 希 腊
 时评

希腊与拉美国家这类现象的频
繁出现与这一本属落后地区却与强
邻相伴的人所渴求的强国幻梦是分
不开的。说到底，是“一种国家综
合实力不足以支撑强大国家运行，
但却硬生生地以强大国家自我确
认、以强大国家介入国际事务、以
强大国家掩盖国内尖锐矛盾、以强
大国家来为各种弊端遮羞的国家幻
象。而这种“社会难以克制的依
赖性，……在社会各界那里体现为对权力的膜
拜”（任剑涛：《国家发展中的“荷兰诱惑”
与“苏联幻觉”》，《读书》2014年5期），这
就为政治强人的乘虚而入创造了丰厚的条件；
而政治强人丰厚的个人魅力又为民众制造强国
幻觉提供了美丽的依据。走上这条道路的政治
家一般自我标榜为地区领袖，当问题来临时，
他们有时会主动挑起与邻国的冲突，这些冲突
有利于利用爱国主义热情。海外冲突是国内合
法性的来源。它们为镇压提供了借口，并把人
们带入狂热的民族主义叙事。公开的冲突目标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的延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希腊人发明的民
主为现代希腊人这种“好吃懒做”、“消费无
度”、“借钱不还”的懒人政治提供了最好的
温床。当国家稍一安定经济才上点正轨，为获
取支持，当政者就借助于手中的权力向民众提
供了远超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以民间
与政府的债台高筑和信誉全无来满足民众不见
底的享乐欲望。从表面上看提高了该国民众的
幸福感，长远来看则最大限度地耗尽了该国的
潜力，其直接结果是制造了一个债台高筑信誉
全无的政府。更长远的危害是，在上制造了一
个花言巧语空洞许诺腐败无能的政府，在下则
养活了一群投机取巧、时刻期待不劳而获而享
受高福利的民众。

但这种拿国家信誉做赌注的做法注定是不

会长久的。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反复，或是
脆弱的国内经济难以忍受持续增长的高福利，
国家与个人信用双双破产而陷入举世谴责时，
他们就会熟练地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借着民
粹主义来占领道德制高点。对内转移矛盾的手
段，无非就是通过对银行、铁路、机场、邮
政、电信与石油乃至供水系统等公共行业的国
有化来继续满足民众的高福利需求，对外煽动
仇恨装强硬，甚至不惜以国家破产的方式来公
开赖账耍无赖。   

也正因如此，“拉美的历史是一切巨大然
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
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见马尔克斯与哥伦
比亚作家门多萨的谈话录《番石榴飘香》第一
章）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幕戏竟然会在已迈
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希腊上演。

演戏上了瘾就成了一种病，它的名字叫希
腊。

（本报对本文拥有版权，如需转载，请注明作
者和出处。）

读者投稿

 时评

当地时间2015年7月15日，希腊雅典，希腊示威者
抗议新债务协议和紧缩政策，与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
突，投掷汽油弹，现场成为一片火海。图为防暴警察试
图通过被汽油弹点燃的街道。

                                           （图片来源：新浪网）

任 性 公 主 与 模 范 丈 夫
泉   野

李小琳调任事宜总算尘埃落定，不过回顾前
后风波，恐怕再有想象力的编剧也难以编构出如
此跌宕起伏的剧情。

第一个没想到——没想到李小琳会被逐出
“核电巨无霸”新班子名单，而且离开待了整整
20年的中电国际；第二个没想到——没想到李小
琳调职会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之久，期间还参伴着
摔门、内部人士来回踢皮球等环节；第三个没想
到——没想到在临别之际，李小琳又赋诗又携模
范丈夫刘智源秀恩爱。尺度之大，令人瞠目结
舌。

不妨先来重温一遍李小琳夫妇是如何在聚光
灯前公开秀恩爱的。告别会现场，李小琳介绍刘
智源时说，“原来是他每天等我回家，今天他来
接我回来。”李小琳称先生为“哥哥”，而且这
个“哥哥”将模范丈夫的角色演绎到了极致——
又当司机、又拎包、又当按摩师。“军功章有
哥哥的一半，我稍微皱一下眉他都知道是怎么回
事。”

作为回馈和捧哏，“哥哥”刘智源继续用实
际行动践行当初爱的承诺。“我看着她，早上漂
漂亮亮地出去、晚上疲惫不堪地回来。小琳有无
奈，尤其是看着她在病床上还在批阅文件……以
前她还可以每天回家，后来公司逐渐扩大好转回
家就特别晚，但是我从她回家时的喜悦能看出

来，也为她高兴，如今中电国际有了自己的思想
体系和企业文化，所有的员工都有了信心。”

为何李小琳告别会刘智源会在现场？又为何
一向甚少谈及家庭的李小琳会在这样的离别场合
大秀模范丈夫？这还不算。外界广为流传和关注
的，还有“琳”别赠诗一幕以及由此而联想出来
的家族故事。“离时方知万事匆，但惜宏图未酬
中。待到碧水蓝天日，欢庆伴有光明颂。”根据
李小琳本人的描述，该诗是某一天听父亲默诵陆
游《示儿》一诗时获启发而作，有感于陆游在临
终之际都不忘统一大业。同样的引申义嫁接到李
小琳与其刚刚告别的中电国际，“现在我将我在
中电国际的工作划上了圆满句号，将一个干干净
净的公司交给继任者。”

句号是否圆满、公司是否干净，作为局外人
很难刨根究底。不过，于当局而言，显然不希望
李小琳被调职事件继续被广而论之，以免旁逸斜
出更多麻烦。所以才有了网络舆论场的各种敏感
词限制。尤其是新浪微博平台，输入“李小琳”
关键词，得出的结果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有关搜索结果未予显示。”曲道而行，输
入“中电投”、“国电投”、“国核技”，还能
看到零星的相关报道。而从搜索结果的数量和内
容来看，已经是经过了提前筛选。

虽然李小琳宣称“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但其背后靠山——中国前总理李鹏，却从未真正
被松绑过、剥离过。在临别之际，李小琳携夫秀
恩爱，以及所为所言，看似不可理喻、天马行
空，实则掐准了舆情脉搏。因为在调任风波尘埃
落定前，外界都在疯传任性公主的摔门剧情，不
满去向如何向李鹏“告状”鸣不平，以及其与情

夫黎亮的风流韵事。这一次，借着调职的欢送
会，李小琳试图打消外界所有的猜忌和口角。
关键在于，让其老父李鹏如何“不出场胜于出
场”，让其丈夫如何“华丽丽登场”。就既定
事实来看，李小琳步子卖得有点大，远远超出
了公众的预期和承受底线，反倒事倍功半，甚
或事与愿违。

不同于严丝合缝的在当局监管之手延伸不
到的防火墙外，则在听闻李小琳风波后更愿意
一并将“旧账”翻出。比如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今年2月披露的李小琳及丈夫曾经在汇丰银行瑞
士分行拥有248万美元贷款；李小琳出任董事的
香港绿色健康发展有限公司与前周永康秘书冀
文林发生意外“交集”；李小琳曾于1995年将
苏黎世保险公司高管介绍给中国商人。凡此种
种，虽然是老调重弹，不过在李小琳处于风口
浪尖的关头旧文重贴，也总能招来眼球和关注
度。

一人出局，可能意味着整个家族政治影响
的式微。而中央巡视组紧随其后的通报，愈发
加剧了公众对于李鹏家族命运几何的猜测。因
为就通报内容来看，除了常规通报外，还加入
了一些颇有嚼头的表述。“执行选任用人政策
规定不严格，存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
突击提拔干部等问题”；“领导人直接插手等
问题时有发生”。此外，通报还留下了一条意
味深长的尾巴——巡视组还收到涉及一些领导
人员的问题反映，已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猜测归猜测，无形的管制力量已经开始悄
然介入。就在不久前，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
下，首批50个省市公安机关统一标识为“网警
巡查执法”的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账号集中
上线。而删选李小琳的“不良言论”，自然给
人联想，是否刚刚从幕后走向前台的网警“小
试牛刀”？

                   （本文节选自多维新闻网）

最新新闻：7月10日至11日，大唐集团
2015年年中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大唐集团 8
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中，唯有副总经理、党组
成员李小琳未出席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