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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是美国公民，多年前经由家人介

绍，认识了一位大陆家乡的男士。我们
开始用邮电交往，我也回中国探望了他
好几次。几年后我们决定结婚，我特意
回到国内的家乡，并举办了规模不小的
婚礼。婚后我聘请了美国的律师开始替
我的先生申请婚姻绿卡。我们的婚姻是
绝对真实的，律师也告诉我们不用担
心，一定没有问题的。终于等到了广州
美国领事馆通知面谈，万万没有想到，
我先生在面谈时被拒签了。

想了许多办法，在国内移民掮客的
身上更是花了不少冤枉钱，均是徒劳无
功，我先生终究没有来成美国与我团
聚。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我也不想回国
定居，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我就想
和对方离婚。我先生说要离婚可以，因
为我们是在中国结婚的，所以也必须要
我回到中国去办理离婚手续。我因为工
作的关系，一直无法成行。半年多前，
我先生前往外地打工，我就与他完全失
去了联系。我很想结束这次婚姻，请问
在这种状况下，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与对
方离婚？

黄亦川律师回答：
在美国想离婚，与当事人在哪里结婚

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是本地的居民，
居住超过六个月以上，就可以在当地法
院申请离婚。对方在中国并不是决定性
的因素。因为美国离婚与否，是不需要
对方的签字的，法官就有权作出判决。  
美国离婚立法的出发点是法律不应该强
制不想在一起的人，因为其中一方的反
对，而勉强他们继续一起生活下去。

读者决定离婚，可以向居住地的法
院提交申请。如果不知道如何办理，最
好聘请自己的律师代理准备文件，提交
法院申请。法院会代为通知在国内的另
一方，告知他你已经在美国申请离婚，
他可以提出书面答辩，甚至于出庭参加
审理。当然身在大陆，很少人会为了离
婚而跑一趟美国，来美国的签证本身也
不容易申请。对方不答辩又不出庭，法
官自然就会对离婚的申请做出适当的判
决。

如果与对方失去联系，只要是真实
的，也可以向法院提出单方面离婚的申
请。单方面离婚由于对方不知情，法官
对此类的离婚申请就会加倍的慎重。一
定要开庭仔细审问申请当事人，在确定
夫妻双方失去联系属实后，才会签署单
方面离婚文件。由于单方面离婚的手续
与文件都很繁杂，最好聘请自己的律师
协助办理。切忌因为离婚心切，欺骗法
官双方失联，一旦被发现，藐视法庭的
罪名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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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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

2015年10月5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
的日子：今年的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被授
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屠呦呦教授。

我1978年入读中医研究院第一届研究
生，就听说屠呦呦找到青蒿素(arteminin)的故
事。故事说：1967年，为了援越抗美，治疗
前线大批恶性疟的病人，中国政府接受越南
政府的要求，帮助治疗他们。但是那时疟原
虫对奎宁类抗疟药已经产生严重抗药性、耐
药性。也就是说，这些药对于疟疾，基本失
去了疗效。周恩来总理决定动员中医药界重
点研究新的抗疟药。中医研究院是主力，首
当其冲。但是研究了两年，收集了上千种医
籍，筛选了几百种中药，包括常山、柴胡、
青蒿等等，进行实验研究，却成果甚微。

1970年的一天，中药研究所研究组的组
长屠呦呦偶然翻阅晋代名医葛洪的《肘后备
急方》，在疟疾治疗方药条目中发现葛洪如
是说：“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
尽服之。”这一行字，使她顿然醒悟：原来
过去阅读文献，只注重于药物和作用，却忽
略了过程。所以过去的草药都是按通常的煎
煮方法然后浓缩提取，没有想到青蒿需要新
鲜青蒿绞取汁方可饮用。高温煎煮可能破坏
了其中的有效成分。于是她改为乙醚萃取，
低于50度的温度，果然没有破坏有效成分，
获得了青蒿素单体。以后的研究，在使用中
发现消灭疟原虫99%以上，她自己和病人服用
有效而安全之后，肯定了效能，遂继续进行
分子结构等等研究。这部分研究就由很多其
它药理学专家参与共同完成。

后续的故事，就有些离奇。当时一些国
家消息灵通，很快得到中国发现新的抗疟药
的信息，提出要求公开、共享。中国政府没
有同意。然而，那时的中国，完全没有专利
概念。1979年有人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论文，
继而又在1982年以英文在《柳叶刀》(Lancet)
上发表。国外专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抢
先为他们自己注册了青蒿素专利。

这个故事，令人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
忧。可喜的当然是中药中发现青蒿素;担忧的
是中国人的成就却被人家拿去赚钱。有一年
我去慕尼黑开会，碰到一位药物学家，提到
青蒿素，我说钱都被你们赚去了。他说我们
改变了结构，更加有效，少副作用。他说，
他们可以在电脑上模拟改变青蒿素分子结

构，不需要一次次在实验室试验。这
是西方科技的先进、高明。但是，是
对中国人的不公平。

现在不管怎么说，青蒿素的发明
权因为诺贝尔奖的评定，回到了中
国人手里。可是问题又出来了。自
从2011年美国颁发拉斯克奖（Lasker 
Award）给屠呦呦，争论一下子多起
来。大家都曾经参与，应该大家都
有功，为什么只给她一个人发奖？后
来拉斯克奖委员会出来解释，他们经
过调查，青蒿素的最早原创人是屠呦
呦。所以“原创”这一点很重要。接
着一些人依仗他们巧舌如簧、偷换概
念的方法，来否定青蒿素发现与中医
无关。对于这一班无耻之徒，与他们
理论都是多余。后来风波渐渐平息，
现在诺贝尔奖又来了，网上旧话重
提，沉滓泛起，噪杂之声又起。甚至
说“这不是中医药的成就，不符合中
医理论”、“与葛洪无关”或者说是该“废
医存药”了。说这些话的人，要么是无知，
要么是臭不要脸。好像永远是他们占据道德
和真理的高地。引用杜甫的一首诗，很能表
达我的感受并回答他们：

王扬卢骆当时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看看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吧：“屠

呦呦是第一位中医荣誉桂冠获得者，她从传
统中医获得灵感，发展出对付疟疾的新的道
路。”有报道说，青蒿素已经使34亿人口受
益。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明显对于提振英
国中医的地位有极大的好处。西方人都承认
了这是中医药的成就，中国人自己为什么还
要妄自菲薄、糟蹋自己民族文化呢?

回想起2000年英国上议院科技特别委员会
的蓝皮书，将中药中发现的青蒿素作为西草
药的科学证据；将针麻研究中发现的内啡肽
（内生吗啡样物质）作为西方针灸的科学证
据；然而中国的传统中药和针灸因为当时中
医界没有将这两个中医药和针灸的成果作为
科学证据上报，竟然被上议院认为“传统中
医和针灸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与某种宗教和
哲学相联系的疗法，不应予以财政、教育和

研究的支持”。等于要废止中医。就此我们费
了15年时间争取中医地位以求用立法方式予以
肯定，至今尚不能成功。这次屠呦呦得了诺贝
尔奖，终于有机会为中医平反了。难道这不是
中医的成就吗?

我曾经多次发表论文，谈到对用西医方法
研究中医的看法。我认为中医对此要有胸怀，
要有气度。特别是在中医系统论方法目前还没
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进行研究之前，应该欢迎西
医的、现代科学的，但是是属于原子论（还原
论）的方法和仪器来研究中医。如果这样的研
究结论是正面的，证明了中医的有效性、科学
性，大家皆大欢喜；如果一些研究得出的是负
面结果，有人借此否定中医，那就请他且慢：
先不要忙于下结论。因为他的研究方法或者仪
器水平可能还没有达到能够研究中医的程度。
我想，那些为中医研究着急的朋友们，也要有
耐心。越难研究的对象，其前途越大。难关终
是需要时间才能克服的。

《诗经》“鹿鸣”中的诗：“呦呦鹿鸣，
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
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屠呦呦就正是这样一头一生“食野之蒿”、
“德音孔昭”的鹿。她吃的是蒿草，挤出的是
奶，是拯救万民的药。

                                   （摘自：大公健康）

怎能拿黄晓明与屠呦呦乱“PK”

近日，有篇文章传播很广：《黄晓明PK
屠呦呦：一生的努力不敌一场秀》，讲媒体关
于黄晓明和屠呦呦的报道。

该文章简单对比两件事情的关注度，然后
连设四问：“让我不禁以为难道对社会做出贡
献的不是屠，而是黄吗？”“让我不禁以为
难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演艺圈推动的
吗？”“这真的不会让年轻人以为读书并没有
什么卵用吗？”“让我不禁以为难道中国梦要
落到‘戏子’身上吗？”

作者得出结论——“这样的价值观怎么能
有竞争力？！”作者的逻辑意在说明国人过度
关注黄晓明而冷落屠呦呦，其中折射出国人对
科学缺少尊重，国人应当反思等等。

一篇文章引来无数“婊子无情，戏子无
义”之类的骂声。从作者对两人的比较可以看
出，将黄晓明结婚、甚至资助527位儿童的举
动贬低为“一场秀”，似乎在写评论之前就已
经奠定基调，无异于戴着一副有色眼镜。

但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的确，黄晓
明结婚占据网络头条，网友都在谈论，这是因
为大多数的网友都很年轻，年轻人自然喜欢讨
论年轻的话题。相反，身边很多四十多岁的师
长级人物谈论屠呦呦者显然比黄晓明要多得
多，至于后者，他们可能仅仅知道是一个明
星，很帅。

事实上，屠呦呦的关注度并不低。媒体的
采访铺天盖地，来祝贺的同事、朋友在自家门
口的电梯外“排起了20多米的长队”。有个细
节值得注意，已经85岁高龄的屠呦呦希望不要
宣传，屠呦呦的先生也表示，屠呦呦太累了。
认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应该被媒体关注，很有可
能是旁人的一厢情愿。

另外一个原因，国人对屠呦呦所研究的领
域不了解，不可能高谈阔论，但是这并不妨碍
人们对于屠老的尊重，也并不妨碍人们对于科
学的尊重。但明星结婚这事则不同，这是多好
的话题？背后还可以引申出各个家庭成员的终

身大事，全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谈资。
再者，从性质上论，黄晓明结婚更像是一

场商业化运作，追求的就是曝光率，而科研工
作者往往为了工作放弃曝光，由此对比两件性
质不同的事件并得出中国必输的结论，我只能
说——“我叶良辰不服”！

                             （摘自：《新京报》）

——屠呦呦得诺贝尔医学奖有感
作者：马伯英（英国中医师学会 会长 教授）

屠呦呦（新华社）

作者：韩中锋（山东财经大学学生）

黄晓明和杨颖（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