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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和太太在印第安纳州某大学城开了

一间中国餐馆。经常有中国学生来我们餐
馆吃饭，因而结识了许多国内来的年轻留
学生。有一天其中有一位告诉我们说他想
投资我们的餐馆，扩大营业的规模。我们
其实早有此打算，限于经费的短缺，无法
达成目的。现在有人要投资，正是一个好
机会。我们就一起开了一家新餐厅，合作
的挺愉快，生意也不错。 

这位学生一直都想买豪车，他告诉我
们说因为他没有绿卡也没有信用基础，无
法贷款，想请我们担保。我们觉得他值得
信任，在没有咨询律师、也不了解签署文
件内容细节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替他
担保而成功买到了一辆豪车。他又告诉我
们说因为没有绿卡，所以不能申请汽车的
所有权证，需要我出面。结果我不但担保
了汽车贷款，还成为了这部车子的名义主
人。有一天，这位学生突然离开了学校，
下落不明。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了银行的催
款信件，原来他已经好久没有支付汽车月
供款，银行要我们偿还好几万的汽车尾
款。我们哪有这么多钱，而且汽车又下落
不明。我们很着急，请问该如何处理？

黄亦川律师回答：
虽然不知道详细经过，可是在没有向

律师咨询、也不了解文件内容的条件下，
就替他人签字担保，是非常不明智的行
为。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必须立即咨
询自己的律师，寻求一个自保的方案。我
知道有人在类似的事情发生后，总喜欢辩
解说其实车子与自己无关，不过是替人挂
名而已。而且当初签署文件时也不明白其
内容，所以自己没有责任。不知道为什么
许多同胞都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只要
用不懂英文为理由，签字就可以不必负
责。这种观念在美国是完全行不通的。美
国只要你是身心健全的成年人，签了字就
得担负法律的责任。用英文不好的理由是
会被法官赶出法庭的。

现在既然银行已经来催债，除非自认
倒霉，付清全额汽车贷款，否则下一步肯
定是被银行起诉而对簿公堂。如果无房无
产，问题到不大，败诉后因为没钱偿付，
可以申报破产。虽然自此肩上背了一大
笔债务，信用也完全扫地，可是实在没有
钱，银行债权人也拿你没办法。反过来
说，有房有产问题就严重了。在法院判决
你败诉之后，银行就会向法院申请执行，
以此来查封你的房产。 

依照初步的了解，案情对你们不利。
因为你们不但做了汽车贷款的担保人，还
成为了名正言顺的车主，责任是很难推掉
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与你们自己的律
师坐下来，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事情的原
委，由专业人士出面代表你们去和银行协
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而你们所受损失
最少的解决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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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今天是
开学的第一天，你们中的有一些刚刚进入幼儿
园或升上初高中，对你们来说，这是在新学校
的第一天，因此，假如你们感到有些紧张，那
也是很正常的。

我想也会有许多毕业班的学生们正自信满
满地准备最后一年的冲刺。不过，我想无论你
有多大、在读哪个年级，许多人都打心底里希
望现在还在放假，以及今天不用那么早起床。

我可以理解这份心情。小时候，我们家在
印度尼西亚住过几年，而我妈妈没钱送我去其
他美国孩子们上学的地方去读书，因此她决定
自己给我上课——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凌晨
4点半。

显然，我不怎么喜欢那么早就爬起来，很
多时候，我就这么在厨房的桌子前睡着了。每
当我埋怨的时候，我妈总会用同一副表情看着
我说：“小鬼，你以为教你我就很轻松？”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开
学还需要时间来调整和适应，但今天我站在这
里，是为了和你们谈一些重要的事情。我要和
你们谈一谈你们每个人的教育，以及在新的学
年里，你们应当做些什么。

发现自己的才能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做过许多关于教育的讲话，也常常用

到“责任”这个词。
我谈到过教师们有责任激励和启迪你们，

督促你们学习。
我谈到过家长们有责任看管你们认真学

习、完成作业，不要成天只会看电视或打游戏
机。我也很多次谈到过政府有责任设定高标准
严要求、协助老师和校长们的工作，改变在有
些学校里学生得不到应有的学习机会的现状。

但哪怕这一切都达到最好，哪怕我们有最
尽职的教师、最好的家长和最优秀的学校，假
如你们不去履行自己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一切
努力都会白费——除非你每天准时去上学、除
非你认真地听老师讲课、除非你把父母、长辈
和其他大人们说的话放在心上、除非你肯付出
成功所必需的努力，否则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而这就是我今天讲话的主题：对于自己的
教育，你们中每一个人的责任。首先，我想谈

谈你们对于自己有什么责任。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东

西，每一个人都是有用之材，而发现自己的才
能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对自己担起的责任。

教育给你们提供了发现自己才能的机会。
或许你能写出优美的文字——甚至有一天

能让那些文字出现在书籍和报刊上——但假如
不在英语课上经常练习写作，你不会发现自己
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发明家、创
造家——甚至设计出像今天的iPhone一样流行
的产品，或研制出新的药物与疫苗——但假如
不在自然科学课程上做上几次实验，你不会知
道自己有这样的天赋；或许你能成为一名议员
或最高法院法官，但假如你不去加入什么学生
会或参加几次辩论赛，你也不会发现自己的才
能。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将来想要
做什么，你都需要相应的教育。

你想当名医生、当名教师或当名警官？你
想成为护士、成为建筑设计师、律师或军人？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职业，良好的教育都必不可
少，这世上不存在不把书念完就能拿到好工作
的美梦，任何工作，都需要你的汗水、训练与
学习。

不仅仅对于你们个人的未来有重要意义，
你们的教育如何也会对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
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今天你们在学校中学习的
内容，将会决定我们整个国家在未来迎接重大
挑战时的表现。

你们需要在数理科学课程上学习知识和技
能，去治疗癌症、艾滋那样的疾病，和解决我
们面临的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你们需要在历
史社科课程上培养出的观察力与判断力，来减
轻和消除无家可归与贫困、犯罪问题和各种歧

奥 巴 马 的 开 学 演 讲
 时评

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公平和自由；你们需
要在各类课程中逐渐累积和发展创新意识和思
维，去创业和建立新的公司与企业，制造就业
机会和推动经济的增长。

我们需要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培养和发展
自己的天赋、技能和才智，来解决我们所面对
的最困难的问题。假如你不这么做——假如你
放弃学习——那么你不仅是放弃了自己，也是
放弃了你的国家。

没有借口不好好上学
当然，我明白，读好书并不总是件容易的

事。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在生活中面临着各
种各样的问题，很难把精力集中在专心读书之
上。我知道你们的感受。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
离开了家庭，是母亲一人将我们拉扯大，有时
她付不起帐单，有时我们得不到其他孩子们都
有的东西，有时我会想，假如父亲在该多好，
有时我会感到孤独无助，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
入。因此我并不总是能专心学习，我做过许
多自己觉得丢脸的事情，也惹出过许多不该惹
的麻烦，我的生活岌岌可危，随时可能急转直
下。但我很幸运。我在许多事上都得到了重来
的机会，我得到了去大学读法学院、实现自己
梦想的机会。我的妻子——现在得叫她第一夫
人米歇尔了——也有着相似的人生故事，她的
父母都没读过大学，也没有什么财产，但他们
和她都辛勤工作，好让她有机会去这个国家最
优秀的学校读书。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些有利条件，或
许你的生活中没有能为你提供帮助和支持的长
辈，或许你的某个家长没有工作、经济拮据，
或许你住的社区不那么安全，或许你认识一些
会对你产生不良影响的朋友，等等。但归根结
底，你的生活状况——你的长相、出身、经济
条件、家庭氛围——都不是疏忽学业和态度恶
劣的借口，这些不是你去跟老师顶嘴、逃课、
或是辍学的借口，这些不是你不好好读书的借
口。你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你现在的生活有多
好或多坏。没有人为你编排好你的命运，在美
国，你的命运由你自己书写，你的未来由你自
己掌握。

而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地方，千千万万和
你一样的年轻人正是这样在书写着自己的命
运。例如德克萨斯州罗马市的贾斯敏（Jazmin 
Perez）。刚进学校时，她根本不会说英语，
她住的地方几乎没人上过大学，她的父母也没
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她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靠奖学金进入了布朗大学，如今正在
攻读公共卫生专业的博士学位。我还想起了
加利福尼亚州洛斯拉图斯市的安多尼（Andoni 
Schultz），他从三岁起就开始与脑癌病魔做斗
争，他熬过了一次次治疗与手术——其中一
次影响了他的记忆，因此他得花出比常人多几
百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学业，但他从不曾落下
自己的功课。这个秋天，他要开始在大学读书
了。又比如在我的家乡，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市，身为孤儿的香特尔（Shantell Steve）换过
多次收养家庭，从小在治安很差的地区长大，
但她努力争取到了在当地保健站工作的机会、
发起了一个让青少年远离犯罪团伙的项目，很
快，她也将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去大学
深造。

贾斯敏、安多尼和香特尔与你们并没有什
么不同。和你们一样，他们也在生活中遭遇各
种各样的困难与问题，但他们拒绝放弃，他们
选择为自己的教育担起责任、给自己定下奋斗
的目标。我希望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得
到这些。

因此，在今天，我号召你们每一个人都为
自己的教育定下一个目标——并在之后，尽自
己的一切努力去实现它。你的目标可以很简
单，像是完成作业、认真听讲或每天阅读——
或许你打算参加一些课外活动，或在社区做些
志愿工作；或许你决定为那些因为长相或出身
等等原因而受嘲弄或欺负的孩子做主、维护他
们的权益，因为你和我一样，认为每个孩子都
应该能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或许你认为该
学着更好的照顾自己，来为将来的学习做准
备……当然，除此之外，我希望你们都多多洗

手、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要多在家休息，免
得大家在秋冬感冒高发季节都得流感。

不管你决定做什么，我都希望你能坚持到
底，希望你能真得下定决心。

成功是件很难的事
我知道有些时候，电视上播放的节目会让

你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觉，似乎你不需要付出多
大的努力就能腰缠万贯、功成名就——你会认
为只要会唱rap、会打篮球或参加个什么真人秀
节目就能坐享其成，但现实是，你几乎没有可
能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

因为，成功是件难事。你不可能对要读的
每门课程都兴趣盎然，你不可能和每名带课教
师都相处顺利，你也不可能每次都遇上看起来
和现实生活有关的作业。而且，并不是每件
事，你都能在头一次尝试时获得成功。

但那没有关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最
成功的人们往往也经历过最多的失败。

J.K.罗琳的第一本《哈利·波特》被出版
商拒绝了十二次才最终出版；迈克尔·乔丹上
高中时被学校的篮球队刷了下来，在他的职业
生涯里，他输了几百场比赛、投失过几千次射
篮，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我一生不停地失
败、失败再失败，这就是我现在成功的原因。”

他们的成功，源于他们明白人不能让失败
左右自己——而是要从中吸取经验。从失败
中，你可以明白下一次自己可以做出怎样的改
变；假如你惹了什么麻烦，那并不说明你就是
个捣蛋鬼，而是在提醒你，在将来要对自己有
更严格的要求；假如你考了个低分，那并不说
明你就比别人笨，而是在告诉你，自己得在学
习上花更多的时间。

没有哪一个人一生出来就擅长做什么事情
的，只有努力才能培养出技能。任何人都不是
在第一次接触一项体育运动时就成为校队的代
表，任何人都不是在第一次唱一首歌时就找准
每一个音，一切都需要熟能生巧。对于学业也
是一样，你或许要反复运算才能解出一道数学
题的正确答案，你或许需要读一段文字好几遍
才能理解它的意思，你或许得把论文改上好几
次才能符合提交的标准。这都是很正常的。

敢于向他人求助
不要害怕提问。不要不敢向他人求助。
我每天都在这么做。求助并不是软弱的表

现，恰恰相反，它说明你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不
足、并愿意去学习新的知识。所以，有不懂
时，就向大人们求助吧——找个你信得过的
对象，例如父母、长辈、老师、教练或辅导
员——让他们帮助你向目标前进。

你要记住，哪怕你表现不好、哪怕你失
去信心、哪怕你觉得身边的人都已经放弃了
你——永远不要自己放弃自己。因为当你放弃
自己的时候，你也放弃了自己的国家。

美国不是一个人们遭遇困难就轻易放弃的
国度，在这个国家，人们坚持到底、人们加倍
努力，为了他们所热爱的国度，每一个人都
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不会给自己留任何余
地。250年前，有一群和你们一样的学生，他
们之后奋起努力、用一场革命最终造就了这
个国家；75年前，有一群和你们一样的学生，
他们之后战胜了大萧条、赢得了二战；就在20
年前，和你们一样的学生们，他们后来创立了
Google、Twitter和Facebook，改变了我们人与
人之间沟通的方式。

因此，今天我想要问你们，你们会做出什
么样的贡献？你们将解决什么样的难题？你们
能发现什么样的事物？二十、五十或百年之
后，假如那时的美国总统也来做一次开学演讲的
话，他会怎样描述你们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

你们的家长、你们的老师和我，每一个人
都在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你们都能得到应有的
教育来回答这些问题。例如我正在努力为你们
提供更安全的教室、更多的书籍、更先进的设
施与计算机。但你们也要担起自己的责任。

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今年能够认真起来，我
要求你们尽心地去做自己着手的每一件事，我
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所成就。

请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你的家人、
你的国家和你自己失望。你们要成为我们骄
傲，我知道，你们一定可以做到。

                      （来源：长颈鹿亲子网）

9月1日，总统奥巴马在弗吉尼亚州阿林
顿郡维克菲尔德高中举行演讲，谈了“一些
重要的事情”，以下为演讲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