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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的朋友去年与她的未婚夫决

定在今年春天结婚。女方的家人在国
内，比较传统保守，希望男方提供一
定数额的聘金。当时她们两位感情很
好，男方很乐意地就给了我朋友家人
一笔聘金。不料世事多变，今年她们
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婚姻的计划被取
消了。男方的家人觉得既然婚姻没有
成功，聘金也理所当然应该退还。  我
朋友认为聘金是对方送给她父母的礼
物，婚没结成也不是任何人的错误，
这笔聘金她不愿意也不应该退还。

现在男方的家人告诉我朋友，说
他们准备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强制执
行女方退还聘金。我朋友很担心，不
知道如果婚没有结成，法院会不会判
决她必须退还聘金？请问美国有关于
聘金规定的法律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美国各州的婚姻法都不尽相同，印

第安纳州很久以前就废止了有关聘金
或嫁妆等的法律规定。所以如果男方
送给女方聘金或礼物，作为婚姻的准
备工作，只要没有双方之间的其他协
议，应该只能算是一般的礼物，无论
结婚与否，礼物是不需要退还的。

反之如果双方订立协议，譬如说婚
前协议书，某些财务依据此协议书的
规定，以婚姻为前提而转手，一旦婚
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就演变成
一件民事的纠纷，与聘金或嫁妆是无
关的。

不少读者虽然人搬来了美国，还
是抱着中国传统的观念与礼法，这些
都无可厚非，可是要注意美国的风俗
与法律都与中国有差异。许多在国内
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美国是没有
法律依据的。譬如说聘金或嫁妆，事
后要索还，最好是双方坐下来友好协
商。想为这种没有法条依据的行为对
簿公堂，首先律师可能就不会受理，
就算勉强受理立案，往往律师费就已
经超过了纠纷的标的数额，是很不值
得的行为。 

我在前文里也一再地说明，读者在
准备民事诉讼时，一定要考量标的数
额。诉讼费用昂贵，如果标的数额有
限，又没有胜算的十足把握，贸然的
提出诉讼，不是明智之举。可是如果
对方真得提出诉讼要求退还聘金，也
不可以掉以轻心，一定要咨询自己的
律师，周祥地考虑应对之道。不理会
只会造成缺席败诉的判决，再要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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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24日，山东威海文登分局对文
登师范学校学生侯聚森等在校门口与人打架一
事作出声明：2013年以来，侯某与梁某等因常
在网上发表不同言论形成纷争谩骂。2015年7
月22日，陈某通过QQ约侯某见面“理论”，
并与梁某等4人准备了甩棍等作案工具来到文
登。侯某作出同意的回应后，同孙某等来到校
门口。侯与陈互殴，后梁等四人参与斗殴，致
侯某等人轻微伤。

这事本来非常简单，但事发当晚侯聚森自
称被殴之后，山东共青团出面关切：“有网友
反映：威海青年侯聚森因为发表爱国言论被网
络暴民堵在校门口群殴。—-爱国，竟成了被
阴暗力量迫害的理由？——侯聚森，你不孤
单，我们都在你的身旁！”接着共青团中央第
一时间跟进，各地团组织相继发声力挺，侯聚
森事件俨然由一个普通的治安事件上升为一个
严重的政治事件。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需梳理一
下。 

孤单。侯聚森当然不孤单，这里不仅指其
捍卫者人多势众，还指事发现场他身边还有一
个同伙孙某，此人也参与了群殴。之所以强调
这一点是为了澄清一个法律事实，这场群殴，
侯本人完全知情，主动迎架，有同伙帮忙，还
致对方一人受伤。

但《环球时报》说：“侯在网上发了一些
爱国言论，对方因此对他群殴”，共青团中央
使用的措辞是“侯聚森在校门口被一群不明身
份的青少年持械围殴”，如果仔细对照威海警
方的事实通报，不难发现这里明显是在误导读
者，他们有意回避了侯聚森本身也是带人出去
这一关键事实，给人感觉是侯单独会面且毫无
准备被打，想以此来营造爱国青年只因发表爱
国言论就被野蛮群殴的悲情。

所以这里的“孤单”实际上是为这件事定
性的一个尺度，它一把扯下了罩在侯聚森身上

刘工昌（中国江苏）

从侯聚森事件看中国舆情现状
 时评

那身大义凛然的套装，所谓孤单，其实是一种
伪装。

背后。“你并不孤单，背后站着我们”。
侯聚森这个小屁孩被打竟引得全国共青团集体
为他站队。让人不禁顿生疑问，这个侯聚森究
竟什么来头？

很快，侯聚森在山东共青团网评员培训班
中作为优秀网评员上台演讲的事实被挖出来，
更耐人寻味的是，此事件发生在侯聚森刚刚参
加完共青团山东省委组织的相关培训后不到20
天！至此，“事实比情感清楚。”原来这孩子
是准备在组织内拿正式执照的，是标准的自己
人。

至此我们也终于明白，三年前北航教师韩
德强大庭广众之下对一老人猛扇两个耳光，如
此暴力这些人竟然充耳不闻，而对这个被一个
痞子打的人却如此上心。背后，的确有双推
手，只是其主人习惯了选择性失明。

爱国。这是维护侯聚森的人所能摆出的最
为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说侯爱国，惟一的依据
就是他讲的那些所谓的爱国言论。要知道，除
了这些外他还讲了许多其他的，例如：“枪毙
钉子户不用判刑”、 “民主之后杀全家”……
这是不是表明这是一个心中毫无法治观念、反
人类的精神暴徒？难道爱国主义真成了无赖最
后的避难所？

可见在这里，爱国就是个面具，根据需
要，可随时变换。只是到了侯聚森身上让人不
禁心生感慨，卿本佳人，奈何眼瞎？

在底层民意严重撕裂的今天中国，侯聚森
事件能帮助我们一窥当前某些端倪。

首先，多年来中国社会人尽皆知却又始终
潜伏于水下的“五毛党”千呼万唤之下终于浮
出水面。作为事件当事人的侯聚森其公开身份
是一名学生，但却是山东共青团一名“优秀”
的网络评论员。这与人们熟知的关于“五毛

党”的定义完全吻合。这里的侯聚森真得并不
孤单。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北京市宣传部长
鲁炜称，“全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
体制外200多万人。”（“北京要求200多万宣
传工作者都要用微博” 2013年01月18日《新京
报》）

与此相比，被俗称为公知的异议群体显得
无比弱小。实际上与得到政府部门公开支持的
“五毛”群体而言，被他们所攻击的“美分
党”的“美分”来源至今没有一起得到过真正
的承认，他们其实没有共同的组织，各自为
战，唯一依赖的只有良知和勇气。“五毛”
与“美分”已从当初看似对社会问题不同解读
的两个民间舆论场，逐渐演化为官方与民间的
舆论场。

此事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
第一次看到全国共青团组织如此整齐划一的为
一个满嘴秽语的小屁孩背书，并且对没有按他
们意愿处理的威海警方始终不依不饶，持续施
压。这恐怕不能仅用那孩子是组织自己人来解
释那么简单。

真实的原因在于，高压反腐下的官场人人
自危，作为官员主要来源场的共青团组织感到
了真切的危机。与根基深厚的红二代相比，他
们基本来自民间，根基不够深厚，在反腐大潮
中极易倾覆。而能爬到这位置你说完全干净几
乎不可能，要抓到其把柄是件很容易的事。也
正是如此他们才会人人自危，在此危机时刻能
够自证清白的惟一途径只有高喊政治正确，通
过口头上表明的政治无比正确来强调自己内心
里对组织的无比忠诚，以求取躲过反腐之劫。

理论上讲，“五毛”们宣扬的这种斗争观
与红二代们有天然的融合度，而依仗父辈荫庇
的红二代与来自民间的共青团组织本是官场主
要的竞争对手，后者本应更多依托民间自由力
量与之抗衡，可后者主张的民主人权却又与官
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其代表人物公知已成
功的被妖魔化为西方敌对势力在华的代言人。
这样以极力贬抑公知拼命维护现存秩序作为自
己生存之道的“五毛”党就成了双方都尽力争
取的对象，甚至成为左右社会评价的重要力
量。

读者投稿

 时评

天 津 大 爆 炸 中 最 可 怕 的 事 件
天津大爆炸，火光冲天，带有异味的雾霾弥

漫于津门上空，漫延于国人心头。死亡的人数从
开始的7人到今天的112人，现场进入共和国最新
型的核防化部队，而由于危险物品带来的隐患仍
然让人担忧。

更为可怕的是，一个广西女孩，利用此事
件，伪造伤情，微博骗钱。更为可怕的是，在被
爆炸冲击的居民楼里，武警战士们抓住了6个盗
窃犯。更为可怕的是，那位奇妙的只峰先生，一
点儿擦皮伤，躺在医院里就是不会说话。

这时，我想起了福岛大地震，想起了那惨绝
人寰的灾难中，他们能让老人、妇女与儿童先
走。想起前往日本看到的真实情况，他们在公共
场合良好的意识，他们的礼貌，卫生与秩序，他
们的民主与法制，他们的专业与敬业。

最近又看到99岁抗战老兵说，抗战神剧全是
扯淡，日本军人优秀的军事素质，面对突然事
件，他们会迅速布好散兵线，构建交叉火力，殊
死抵抗。

我们什么时候能不妄自尊大，什么时候能正
视自己呢？

一场灾难面前，不能不说，是在检验着我们
的官场，我们的国民，我们的内心。一个在灾难
面前仍然不忘发财的民族，一个坑害同胞没有商
量的民族，你还有什么脸去指责这个，指责那
个？就不能反省反省我们自己？

看看我们的死亡数字吧，每天都在变幻。科
学与严谨哪儿去了？

看看我们的官员，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记者的
追问，面面相觑，他们的能力和风采哪儿去了？

看看我们的企业管理者，面对突发事件，躺
在医院里成了一坨屎。他们的担当和责任哪儿去
了？

看看安检与环保，还没等事故追责，两大部
门已经开始推诿了。他们的勇气与合作哪儿去
了？

天津最高的消防部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我们的消防救援肯定是科学的。然而，事实
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在消防灭火中错误地使用
水，造成现场化学物资的剧烈反映，引起的二次
爆炸。也就是说，灾难是由于我们对于现场的不
了解，我们方式方法的错误而形成的。对于化学
危险品的管理、演练，哪儿去了呢？这一切，多
么地让人痛心！

正规的消防官兵的命是命，合同制的天津港
公安局消防队员的命就不是命？

真就不明白了，面对死亡（对，他们说的最
美的逆袭），怎么正规与合同有那么大的不同？
竟然在死亡统计上没有名单！难道烈士还有正式
与合同一说？

还得我们共和国的总理发话，所有的牺牲的
消防队员一视同仁。用得着吗？天津的官员脑袋
是驴踢的？

将一颗巨大的足以和50余巡航导弹同样威力
的炸弹埋进居民区，埋进高速与轻轨旁。这和预
谋杀人有什么两样？

然而，这一起预谋杀人案，竟然是大腹便便
的民营企业家，和脑满肠肥的官员们共同的“杰
作”。他们这是为什么？是想当初，他们的脑袋
就被驴踢了，还是他们本身就是一条蠢驴？是他
们不懂业务，不明白危险，还是他们业务不精，
尸位素餐？

其实，都不是！他们与事故发生后那个骗钱
的广西女孩，那些进入居民楼盗窃的贼一样，都
是一群利欲熏心的歹徒，一群不知廉耻的败类，
一群卑鄙愚蠢的渣滓。

然而，他们比女孩和贼更为可怕的是，他们
是一群道貌岸然，常登大雅之堂的伪君子。

一个“钱”字，就把他们弄得不知道东西南
北，一个“利益”就让他们铤而走险，就让他们
忘掉人间廉耻，就让他们脱掉了底裤，就让他们
忘掉了做人的起码底线。

更为可怕的是，从天津始，难道这不是当
下的一种可怕的“常态”吗？那些存放在现场
的700吨氰化纳，提醒人们，当下中国黄金产量
第一的由来。

遗害子孙，坑爹害娘，为了“钱”，何况
同胞、国家、民族？

当那么些血气方刚的网友及爱国者们破口
大骂：汉奸，走狗，高叫抵制日货，谴责安倍
时，你们看到这些王八蛋了吗？他们胸口那最
后一点儿良心都被铜臭熏黑了。

这就是天津大爆炸炸出的最可怕的东西！
它告诉我们：应该正视自己了！我们的毛病太
多了！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知羞耻，当官
的无官德，做民的无操守，请问，你拿什么与
日本一战？靠你的电视剧吗？据说，世界共知
的开罗宣言，众目睽睽之下都有了新的版本。

真让人无语！你满口跑火车，撒谎无极限
的时候，脸就一点儿不红？

有人在祈福，有人在祈祷，有人在点蜡
烛。我也祈祷，祈祷什么呢？祈祷这场人为的
苦难，这场惨绝人寰的爆炸，能够炸醒人们心
中的良知，炸醒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良心。

                          （摘自：江公的专栏）

别哭，最后的军礼！（铁血社区网资料图）

江    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