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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曾是印第安纳某著名大学的留学

生。有一天在商店购物，与店家发生了一
些误会，被店主报警，指控我意图偷窃财
物。警察来后，听了双方的陈诉，没有逮
捕我，只告诉我说让我等待法院的通知。

过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时间，我终于完
成了学业，开始准备回国就业。在这期
间，我都没有收到警局或法院的任何消息
与传票，我以为误会已经冰释，就按照计
划回到中国。前些时间国内的公司需要派
我来美国洽商业务，我就去美国大使馆申
请签证，没想到签证官拒绝了我的签证申
请，并告诉我说拒绝的理由是我在美国有
一个刑事通缉令。这对我仿如晴天霹雳，
我怎么会被美国法院通缉呢？后来拜托在
美国的朋友去法院查询，才知道在我回国
后没多久，美国当地法院就给我发了出庭
的传票。而传票是寄到我早已退租的美国
公寓，当然我完全不知情，错过了出庭的
时间。  请问律师，我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这个难题？

黄亦川律师回答：
美国法院事物繁忙，分工很细，每当

警察调查完一个案子，就会将案件转交给
检查官办公室，检察官办公室主任再将案
子分派给各个助理检察官，由负责的助理
检察官进一步研判案情的轻重与证据的充
足与否，来最后决定是否起诉。

这些程序耗时几个月都有可能。  所以
如果有人可能触犯了刑法，又迟迟没有收
到法院的通知，并不代表就没事了。最保
险的方法还是定期去法院查询，才能够比
较确定案件的进展。如果还没有确认检察
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就擅自离开美国，
一旦检察官决定起诉，法院发出了出庭的
传票，而你没有按时出庭应讯，法官当庭
就会发布通缉令。无论你是由于不知情或
者有意逃避出庭，都变成了通缉犯。

在美国有通缉令在身，本人不在美国
或者不想再来美国倒也罢了。如果身在美
国，只要有任何查询身份的场合，譬如搭
飞机等等，通缉令都会被查出来。那时不
分青红皂白，立即就会被逮捕，并遣送回
颁发通缉令的法院所在地接受审判。  原
本一点鸡毛蒜皮的小案子，会带来不堪设
想的严重后果。

读者人在国内，美国有通缉令在身，
必须立刻委托当地自己的律师，前往法院
处理。如果置之不理，此通缉令会一直挂
在你的头上，一不小心就会被逮捕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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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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11月10日、11日不到一天时间内相
继发布消息称，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艾宝俊
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因涉嫌严重违纪正接
受组织调查。中国官媒称，京沪“首虎”落马
显示反腐没有洼地，但也有分析认为，新一波
强势反腐或给中共自身的官僚体系带来巨大冲
击。

中纪委打虎节奏似明显加快
吕锡文和艾宝俊分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北

京和上海落马的首位省部级高官。至此，中国
31个省级行政区均有至少一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或被查。仅几天前，中纪委在11月6日刚刚宣布
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白雪山被查。不到一个
星期之内，北京、上海、宁夏最后三个无“虎”省
份全部“沦陷”。而在此之前，吉林省原副省长
谷春立、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大克
被中纪委宣布“双开”。

自10月22日中共颁布号称“最严党纪”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来，中纪委“打
虎”的节奏似明显加快。11月2日，《新疆日报》
前党委书记、总编辑赵新尉因“妄议中央的重
大工作方针”被双开。据中新网11月7日报道，
在吕锡文和艾宝俊落马前，中纪委的“打虎”
榜单上已有26人。

本轮反腐风暴还席卷了各大央企。在过
去一周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董事长司献民和
东方汽车公司总经理朱福寿等两名国企高管因
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另有中国多家媒体报道
称，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张云被降
级并带走调查。

反腐从中央转向地方
今年5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通过其

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中央反腐正在布更大的
局”。文章说，在经过两年多轰轰烈烈的“拍
蝇打虎”后，中央反腐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不
再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人一事，而是着手布更大
的局。不敢腐不是终点，不能腐、不想腐才是中
央的目标。”这一度被解读为可能是中共发出
反腐降温的信号。不过，这篇文章也暗示，反
腐运动将从中央转向地方。文章说，“与中央
热火朝天的反腐局面相比，地方在反腐上的积
极性和推进力度明显不足，‘上面九级风浪，

下面纹丝不动’的情况有之。”
《金融时报》（11月9日）报道说，圈内

某些人士曾预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打算从其
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中收手是误判。中国知名
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认为，
此前预计的反腐会告一段落所指的是针对周永
康、徐才厚这一层级的人物。他说：“之前说
的反腐到一定阶段会收手，应该是说对政局有
影响的反腐到一定阶段会告一段落。”

权力斗争并未收手
但研究中国民主运动多年的理论人士胡平

质疑，即使是打“大老虎”的行动也未必能够
真正停下来。他说，“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是到
此为止，但是考虑到上层的权力斗争，而且都
已经亮过剑了，前一段时间都已经暗示了比如
曾庆红这些人。”胡平今年6月在自由亚洲电
台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说，习王与政治对手的
较量是不会就此罢手的，“更激烈的内斗不可
避免，而且很可能为时不远。”

经济学者、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即
便是在地方和企业界展开的反腐，究其本质来
讲，仍然属于权力斗争。他说：“现在各种反
腐败也都是政治斗争的表现，但至于背后真正
的政治斗争是以什么形式展开，坦率地说我们
也的确看不清楚。”

《金融时报》引述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
心（New Zealand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entre）主任薄智跃的话说，“大规模人事调
动与地方政治及高管个人野心搅在一起，令外
界很难解读任何个人被双规的事例。”

“在地方和基层，中共显然不可能做到有
贪必肃，那么如何选择（打击对象）就很难判
断，因为不是那么高层的官员并没有明显的派
别归属，而中共的反腐败又是选择性的，不可
能见贪腐就打。”胡平说。

强势反腐致官员官不聊生
这或许是导致近期中国各地官员离奇死亡

案件数量激增的一个原因。在财新网盘点近期
官员突然死亡事件之际，新华社11月11日又报
道了一起官员突然死亡案件。吉林蛟河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郝壮11月9日从其
所在办公楼六层坠亡。官方称，郝壮坠落是因

为擦玻璃不慎失足坠下，其遗体已于11日火化。
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最近（11月6日）在香

港端传媒上发表的文章称，尽管自十八大以来的
纪律整肃和反腐运动在力度、规模和反腐方式上
的确对官僚系统形成了强大的震慑，但“寻求扩
张权力的政治领导层和官僚体制之间已经出现越
来越深的裂痕……官僚体系的忠诚度下降，离心
力增加，懈怠、惰政成为大部分官员的默认选
项，少数有想法的则会选择和体制分道扬镳。”

9月初，山东济宁市长梅红永辞职下海曾引
发舆论热议，他被认为是一位颇有政治前途的厅
级地方官。《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海外网发
表评论认为，梅红永辞职是因为工作太辛苦，而
挣的又太少，月薪只有7000元。报道称，从2013
年起官员辞职下海掀起一波新的浪潮。相较前几
次官员辞职下海大潮，此次辞职的官员职位大多
较高。

党媒官媒仍然一如既往地为京沪两地的“首
虎”入笼拍手叫好。新华网刊登了《京沪“首
虎”落马 反腐再敲响警钟》的文章，称“此番
打落京沪‘首虎’，再度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
的决心和毅力，反腐没有死角，打虎也没有禁
区。”

但独立评论人士温克坚认为， 中共在高压
反腐赢得民心的同时，也导致中共最高领导层与
官僚体制之间出现结构性张力。他说：“到最
后，（官僚体制）将会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方式把他们（对反腐）的回应反应出来。”

      
                    （作者： 林枫；摘自美国之音）

昂山素季
应从蒋介石和毛泽东汲取教训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1日消
息 ， “ 缅 甸 大 选 持 续 计 票 结 果 显
示，昂山素季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
盟势如破竹，执政的联邦巩固与发
展党(巩发党)则溃不成军。昂山素季
表示相信民盟已赢得了国会绝大多
数议席，并表明不论谁当总统都将
由她主政。

昂山素季强调，新总统不再拥
有实权，又重申自己将以“凌驾总
统”的方式执政，总统凡事均须以
她的命令和民盟党内决定为准。”

中国是缅甸最临近的大国，两
国之间有着长期密切的经贸往来和
文化交流。缅甸应该走什么道路，
其实也可以从中国的历史借鉴。

革命者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成
功后对权力的取舍。古有李自成，
近代有蒋和毛。蒋介石和毛泽东都
是革命者，都是革命领袖，但都走
上了个人终身制的独裁之路。将个
人权威凌驾于人民之上，也都导致
了如国民党腐烂溃败、大跃进和文
革等惨痛失败的严重后果。

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无
论是革命还是执政，进步的主要动

力是来自先进的民主运行机制，而
不是狂热崇拜下的个人领袖。

美国的开国创始人华盛顿和杰
斐逊，是一个成功后的革命者应该
学习的典范。他们的才华和声名也
曾如日中天，但都悄然隐退。而因
此确立的权力交替制度，成为造就
后来美国强大的核心要素。

无为反而大治。革命领袖功成
而退，不仅成就了事业的完美，还
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化中老子思想
关于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

中共现在的集体决策制度，比
过去来说略有进步，但绝不能大开
历 史 倒 车 而 走 回 头 路 了 。 而 缅 甸
呢，以“凌驾总统”的方式执政，
是否又是在上演历史的闹剧呢？

如果“全国民主联盟”只能依
靠一个人不可，那它还是非常落后
脆弱的一个政党，又如何能带领缅
甸人民顺利前行呢？看上去，和埃
及、泰国等一样，缅甸的政治道路
并不轻松。军人政治和个人专权这
两座大山，还将轮番给人民带来新
的痛苦。

（作者： 吉歌，摘自多维网。）

中国新一轮强势反腐 或重创官僚体系

美媒：昂山获胜引发北京两大危机
《华盛顿邮报》11

月11日报道称，昂山素
季领导的民盟在缅甸大
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让中国感到不安，北京
须要面对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共
领导人在支持缅甸军方
几十年后，如何处理与
平民主导的新政府的关
系。第二个问题，过去
几天，中国人会产生这
样一个疑问，如果缅甸
拥有民主，为何我们不
能？

中共官方强调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现阶段发展水平的中国，清
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音）对此表示反对，他在新浪微博上写
道：“事实是，民主是常态社会的常态行为，是符合人性的生活方
式。”

亚洲自由电台报道称，该微博在数分钟内就被转发2,000多
次，也引发中国网民对中国一党制的激烈讨论。

厦门大学东南亚问题教授范宏伟（音）观察缅甸大选后说：
“中国人对缅甸大选感兴趣因为民主不适合一些国家的神话被打
破，缅甸虽然比中国还穷，但它平稳地向民主过渡。中国人会想，
中国为何不能也那样，他们嫉妒缅甸。”

对于北京的担忧，缅甸外长吴温纳貌11日在昆明会见中国外交
部长王毅时表示，不管缅甸国内政治形势如何变化，缅方加强同中
国合作的意愿不会改变，对华友好政策不会改变。

                                               （编译：吴攸， 摘自多维网。）

11月8日，昂山素季在访问仰光的一个
投票站。（图片来源：VOA）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