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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今年初回大陆家乡与未婚夫办理

了结婚手续，度完蜜月旅行，我一个人
回到美国后，立即替我先生向移民局提
出了移民绿卡申请。我自认为英语不
错，就自己开始了申请手续。由于不太
了解申请的规定细节，移民局一再要求
我补充材料，经过三次补材料手续后，
突然收到了面谈通知。在面谈时，移民
官从头到尾都将问题的重心放在我前一
次的婚姻上。我现在的婚姻是第二次结
婚，我原始的绿卡是以前经由与美国公
民结婚而拿到的，结婚两年后又申请到
了永久绿卡，没有多久，我与前夫因为
个性不合而离婚了。之后通过亲友的介
绍认识了现在的先生，我们交往了不到
一年就结婚了。  

移民官不问我现在的婚姻关系，反
而一直问我第一次婚姻的问题，让我非
常纳闷。面谈结束几个星期后，我收到
移民局的通知，告诉我他们怀疑我第一
次婚姻的真实性，要求我提出证明来支
持我第一次不是只为拿到绿卡而与人假
结婚。我离婚好几年了，与前夫完全没
有联系，手头根本没有什么有关第一次
婚姻的资料与文件，让我如何去证明我
第一次婚姻的真实性？  我与在大陆的先
生都很着急，请问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情？

黄亦川律师回答：
其实这种案例越来越多。美国移民法

令有明文规定，凡是经由婚姻关系拿到
绿卡的当事人，如果在取得绿卡五年内
离婚而再婚，那么前次得到绿卡的婚姻
其真实性就会受到怀疑。必须有强而有
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当初拿到绿卡的婚
姻是真实的，不是为了获得绿卡而办的
假结婚。许多人不知道有这项规定，总
觉得只要自己的婚姻的确是真实的，问
心无愧，所以不需要任何材料来证明。

移民局在判定你婚姻的真实性时，最
重视的是实质上的证据，而不是你信誓
旦旦的证词。所以你再深信你婚姻是真
实的，对移民官都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反之，如果你能够提供许多书面上的证
据，来证实你的婚姻的确是因为爱情而
不是绿卡，移民官是不会为难你这一次
的婚姻的。

目前你能够做的，就是尽力去搜集有
力证据，来证明你前次婚姻是真实的。
哪些证据有力，那些无用，都需要专业
的判断。建议你尽快咨询自己的律师或
顾问，好好策划一下答辩的方针。这个
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不单是目前你
在大陆先生的婚姻绿卡申请出了问题，
就连你自己原来的绿卡都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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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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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习近平同时访美  谁抢了谁的风采？

上周五（9月25日）上午，美国白宫鸣放
21响礼炮，以最高规格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的到访。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
宫草坪上观看欢迎仪式。这可说是习近平此
次访美的一大亮点。

不过习近平的访美却因为教宗方济各锋
头强劲而相形失色，至少从美国媒体的报道
上看来是如此。外界因此质疑，习近平与教
宗访美的时间如此接近是否为巧合。在美国
媒体版面几乎被教宗历史性访美行程占据的
同时，中国媒体大肆报道习近平的出访，聚
焦于美国在西雅图和华盛顿迎接习近平的盛
大排场和仪式，以及美方对习近平的尊敬。

中国媒体的盛事
路透社指出，中国媒体各种推崇其领导

人的报道对习近平至关重要。因为中国市场
不稳以及经济疲软之际，习近平正竭力在
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巩固领导地位。

习近平9月23日曾经前往西雅图附近的塔
科马市造访林肯高中。该校学生合唱欢迎习
近平及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中国国家电视
台播放了学生热情迎接习近平到来的画面。
在这一天前，习近平在华盛顿当地政府和美
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会上引用路德·金的名

言，并在演讲时援引美国流行文化，博得满
堂彩。此外，中国媒体也大幅报道了第一夫
人彭丽媛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别会
议，并全程以英文发表演说。

中国媒体还强调了习近平与美国的渊
源。英文版新华网在其脸书页面上传了一个
题为“从艾奥瓦访客到白宫贵宾”的视频，
回顾习近平历次访美，其中也介绍习近平早
在1985年就曾经以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身份率
团访问河北省姐妹州省艾奥瓦州。

另一方面，中国的报道几乎未对教宗访
美有所着墨。自1951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
中国和梵蒂冈并未建交。梵蒂冈与中国迄今
无正式外交关系。

作风亲民的教宗方济各此次访美吸引了
大批朝圣人潮，受到的欢迎堪比摇滚巨星。
方济各是首次以罗马教宗的身份访问美国，
周日将结束行程返回罗马。教宗访美时的一
举一动成为连日来美国媒体的追逐焦点。

教宗风头更健
根据专门收集和分析网络、电视、广播

新闻和媒体内容的网络应用程序MediaMiser，
教宗此行抢去了习近平的风头，关于教宗
的讨论远高于习近平。在8月26日至9月25

日之间，推特上有关教宗方济各的内容高
达76.5万则，有关习近平的推文则为10.7万
则。MediaMiser统计，自9月20日至9月24日，
网上提到教宗的文章比谈及习近平的多出近4
倍。教宗被电视媒体提及的次数则超出习近平
25倍。

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众议
员贝纳（John Boehner）宣布辞去国会职务，
这一重磅消息发表后，大型的美国新闻网络立
即中断习近平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改
为播放贝纳的发言。

路透社指出，自习近平上台后，美中关系
由于网络盗窃问题以及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强势
态度而降至低点。

目前生活在华盛顿的墨西哥前驻华大使瓜
哈多（Jorge Guajardo）表示，习近平被不拥有
军队或经济势力的罗马教宗抢尽风头，”相当
令人震惊”，”我不认为中国注意到这一反差
带来的信息”。中国官员则否认教宗访美光芒
盖过习近平。

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中方的安全力量在其
周围严密警戒，减少了习近平临时改变行程或
与民众交流的机会。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普京先发制人 美国输掉叙利亚后剩唯一选择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日，奥巴马和

普京进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原计划55分
钟），结果奥巴马在会谈后根本没有出席记者
会。从普京在记者会上的表述看，双方彼此没
有做任何妥协。会谈后的29日，双方在参加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安排的午宴时虽有礼貌性碰
杯，但奥巴马明显冷脸，而普京则面带自信的
微笑。9月30日空袭ISIS是普京与奥巴马联大
会晤后作出的重磅举措。俄罗斯只给了美国不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撤出战机和人员，就开始了
对叙利亚的首次空袭（更多内容见第6版）。

在普京奥巴马刚刚联合国演讲后这样一个
关键时间点，俄罗斯采取行动到底意味着什
么？是美俄就叙利亚问题达成一致了？还是谈
不妥，俄罗斯等不及美国，要先发制人？国际
社会筹备打击ISIS的联盟前景到底向何处去？

美国认输前的纠结
俄罗斯开始空袭后，美国国务卿克里随后

谴责俄罗斯称，想要解决叙利亚内战，与巴沙
尔·阿萨德政权结盟是行不通的，此外也无法
通过外交解决。对俄国事先没有与美国进行军
事沟通便发动空袭，令美方“警惕”，他称莫
斯科的形同“太强势”。

克 里 已 经 致 电 俄 罗 斯 外 长 拉 夫 罗 夫
（Sergei Lavrov），称美俄两方都需要尽快举
行军事对话，拉夫罗夫对此表示同意。克里警
告莫斯科的介入将“使得该地区进一步不稳
定”，此举“违背其消除冲突的承诺”。克里

告诉联合国安理会，美国不反对俄罗斯打击伊
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目标，但如果俄罗的的空
袭只是为了加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统治，那
是令人担忧的。

美国为何必须忍受
首先，俄罗斯声称空袭是打击ISIS，已经

站在了道义制高点。并且俄罗斯的打击程序合
法。

按照国际惯例，在第三国境内动用武装力
量，只能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或者应这
个国家合法领导层的请求进行。阿萨德是主
动致信给普京要求帮助打击ISIS，从这一点上
来看，与美国去年在空袭叙利亚时，事先没有
知会叙利亚政府不同，普京得到了叙利亚政府
的认可。正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所说的那样：俄罗斯将成为唯一应叙
利亚政府请求在该国进行合法行动的国家。自
然，俄罗斯空袭叙利亚是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的。

俄罗斯只是对叙利亚境内的ISIS进行空
袭，并未派出地面部队。美国之前就警告过
俄罗斯，不要动用地面部队打击ISIS。 现在看
来，俄罗斯只空袭ISIS并未越过美国的底线，
也就是说俄罗斯还留了一定的余地。美国不舒
服但是无可奈何。

其次，解决ISIS必须进行地面攻击，而美
国组建的国际联盟只愿意空袭并没有地面攻打
ISIS的意图。相反伊拉克政府9月27日正式证

实其已与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国政府开始
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内恐怖主义的威胁。
伊拉克联合行动司令部27日发表声明说，四国
的安全合作主要是为了“收集有关极端组织
ISIS及其从属组织的信息”。这一协议，预示
着中东政治中的“四国集团”正在形成。无论
美国是否接受俄罗斯要求在打击ISIS联盟中加
入叙利亚政府的要求，俄罗斯都准备行动。

俄罗斯的空中打击配合伊朗、叙利亚、伊
拉克的合作基本上不依靠美国的空袭，ISIS亦
在掌控之中。打击ISIS的主动权实际上已经不
在美国。与奥巴马会谈后俄罗斯即展开空袭行
动是对美国的下马威。

（节选自多维新闻网，图为奥巴马与普京在本
次联合国大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