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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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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是在印第安纳某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来

美国两年多了。前些时候，经由同学介绍，认识
了一位美国女同学，交往了一阵子。由于她的家
境不太好，付不出房租，便要求我让她搬进我租
的公寓一起住，她还答应分摊水电等杂费。我的
确把她当女朋友，就同意了。一开始还好，我们
处的不错，她也遵照约定分担了一些家居的费
用。不料过了几个月，她开始完全依赖我的经济
支援。不但一分钱都不拿出来，还开我的汽车，
要我替她加油。我渐渐觉得被利用了，两个人也
经常因为金钱的纠纷而发生口角。

前些天我们又为了汽油费发生了争执，她先
开始动手，我为了自卫就把她推开了。本以为到
此为止了，就自己开始准备下周的课业报告。不
料没有多久，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吓了
一跳，门口站了两位高大威猛的警察，告诉我说
有人指控我家暴。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怎么回事。经过警察的解释，才知道我的
同居女朋友拨电话给警察，举报我对她施暴。警
察在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后，可能是我的英语不太
灵光，没有说清楚事件的原委，警察就径自判定
我施暴可能属实，将我逮捕。我在监狱蹲了一
夜，第二天朋友把我保释了出来。下个星期就要
出庭，将面对刑事案件的控诉。最可笑的就是，
明明是我租的公寓，我付的房租，我的汽车，警
察却不由分说地把公寓以及汽车的钥匙都没收，
不让我回家，不让我开自己的车。我在美国一
向奉公守法，努力求学，从来没有触犯过任何法
律，请问我应该怎么办？

黄亦川律师回答：
 许多年轻同学来美国没多久，对美国的法律

不了解，一不小心就不自觉地陷入了种种法律的
困境。在美国不要轻易让外人住进自己的公寓，
一旦同意外人入住，无论对方分担居住的费用与
否，都具备一定的权利，不是你要赶就能赶的。
同居的男女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千万要注意，美国法令对于家暴案件特
别重视。美国警察对于家暴的报案和国内民警针
对夫妻吵架的处理方式是大相径庭的。国内民警
往往以和为贵，劝架之外各打三板就算结案了。
美国警察则不同，只要他们认为有一点嫌疑家
暴，往往在事实还没有澄清定论的情况下，先将
男方逮捕，让你日后再慢慢向法院申诉。这样一
来，不但你立即有了一个被逮捕的记录，也很可
能被定罪为家暴犯人，终生留着一个逮捕犯罪的
记录，对于日后的求学、就业、移民等都有不良
的影响。所以预防的最好方法就是千万不要轻易
容许外人住进自己的公寓或住房。至少也要预先
写好书面上的协议，将权利义务清楚地白纸黑字
写出来。

读者已经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件，只好尽快
咨询自己的律师，对自己做出有力的辩护。尽量
避免被冤枉定罪，以防对日后的人生带来不可抹
消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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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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恐怖袭击发生以后，世界仍
沉浸在恐怖袭击的阴霾中。11月20日，新
疆警方披露，新疆警方打掉一境外极端组
织直接指挥的暴恐团伙，除1人投降自首
外，其余28名暴徒被全部歼灭。

而此前《纽约时报》报道，9月18
日，一伙持刀者在夜深人静时袭击了一座
煤矿。他们杀死了警卫，然后袭击了在宿
舍床上睡觉的矿工。据受害者亲属和居民
说，这场杀戮最终导致超过50人死亡，其
中至少包括5名警察，另有数十人受伤。
对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大陆官方在彻
查和清剿完暴恐分子以后首次披露了相关
消息。

近年来，倍受伊斯兰极端势力困扰的
新疆已成为中国大陆的阵痛。

一，多重原因导致反恐任重道远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

维吾尔族占到了新疆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在南疆地区甚至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
地理上被伊斯兰新月弧带形成半包围形
态。毗邻的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地区是
塔利班大本营，长期以来各种极端思想在
这里和复杂的部族、落后的经济、封闭的
环境进行糅合发酵，对新疆南部穆斯林聚
居区造成严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而处于西部边陲的偏远地区
却依然缓慢发展。经济的不平衡在南疆地
区表现得更为剧烈，在南疆一些落后地区
的人们看来，到清真寺做礼拜比种庄稼更
重要，固化落后的生存观念也加剧了这种
经济的不平衡。

汉族人口不断涌入改变新疆人口结
构的同时，在信仰、语言、习俗、收入等
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加之腐败顽疾同样在

维吾尔族群中存在和对当局沟通的不畅，
一部分维吾尔群众受外来原教旨主义、极
端主义、分裂思想的影响走向极端。部分
极端分子为了获得境外的支持，投靠基地
组织、接受塔利班的训练、献媚“伊斯兰
国”（ISIS），甚至从土耳其潜入叙利亚加
入ISIS，有部分成员再潜回新疆指导暴恐。
部分伊斯兰国家以同样的宗教信仰为由，
同情、放纵、支持新疆伊斯兰极端势力，
也使得新疆反恐遭遇困境。而发生在新疆
的暴恐，其专业化程度来看与境外的指挥
训练更是分不开。

二，双重标准界定暴恐无疑助纣为
虐

从对近年来发生在新疆的暴恐事件态
度来看，西方政府和媒体多以双重标准看
待。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严重的维
吾尔族暴恐分子针对汉族的暴力打砸抢烧
事件，造成以汉族为主的近200人死亡。事
发后中国大陆积极邀请中外媒体到新疆采
访，然而事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和
加拿大等西方政府和媒体仍表态暧昧，遗
憾和关切“少数民族权益”成为主题。在
历次发生的暴恐事件中，西方多存在偏见
和双重标准，偏见和主观臆断是造成西方
对新疆问题及中国反恐的误解，这也引起
中国大陆对西方的不满。

以禁止戴面纱为例，2010年法国通
过一项法案，禁止本国妇女穿戴遮住全脸
的面纱，2014年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了法国
禁止伊斯兰妇女穿戴面纱的法令。新疆在
2015年1月份由地方人大批准了禁止带面纱
和罩袍的规定后，西方媒体却指责中国侵
犯人权和压迫宗教自由。有媒体认为，西
方在批评中国大陆的民族宗教政策时执行
的双重标准，使中国参与由西方主导的国

巴 黎 恐 怖 袭 击 后 的 中 国 舆 情
巴黎恐怖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各大

网站立即对此事做了专题报道。各大网站
网民的评论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通过对新浪、搜狐、腾讯、凤凰网等
门户网站的网民就此事评论的观察，笔者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来自天南地北、
互不相识的网民们，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的前提下，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却是惊人的
相似，像是恐怖事件后第一反应下的集体
无意识：这一切都是美国造成的，法国甘
愿跟随美国，活该。并且众口一词，几乎
毫无二致。这无疑更令人心惊！

面对着恐怖分子施加于现代文明的深
重劫难，面对着电视一遍遍播放的浩劫现
场的凄惨景象，在我们的中国网民身上看
到的不是对死亡魂灵的悼念与神伤，而是
毫无感情的冷眼旁观，而是仿佛扯高声调
对大洋彼岸的美国尖锐的咒骂狂喊，还有
就是享受一下恐怖分子帮自己出了一口气
的报复后的快感。

难以想象，在一再宣扬崛起的中国，
这就是那个崛起的大国的民众，这是他们
对国门外发生的这种惨绝人寰悲剧事件的
基本心态。今天的中国经济已是世界老二
了，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也许看到这
一景象所有人心里都会打上这么一个疑
问，真到了他们做了老大，为世界制定规
则，要领导世界潮流时，这世界将怎么
办？

毫无疑问，ISIS如此猖獗的背后，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难辞其咎。毕竟是沙

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伊朗把叙利亚内战
纳入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统治权之争，才催
生了ISIS，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伊
拉克、叙利亚一系列进退失据的举措给了
ISIS生存的不合理空间，赋予了该组织从地
方组织转变为全球性意识形态的机会。而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伊斯兰国家政
策层面上的多元和宽容，与来自实际生活
中伊斯兰文明与主流的基督文明愈演愈烈
的冲突造就了ISIS狂热滋生的病态精神温
床，相当数量的恐怖参与者是在欧洲成长
的移民后代。不争事实是，他们所最切骨
痛恨的，却正是给予他们丰厚福利与自由
的软性西方。说得明白些，西方愈显示多
样化、宽容、标榜不歧视，越可能激起受
施舍者的恨意。

但诚如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中所言，
“令人狂热的原因，不是贫穷，而是挫败
感。”“挫败感”在穆斯林信徒中，细算
起来，已经弥漫了近八个世纪。自十三世
纪蒙古人入侵，之后是英法的坚船利炮，
再后来是犹太人，在圣地耶路撒冷建立了
以色列。过去800年，这种宗教承载的文
明，一再遭受外敌凌辱。美法不过是阿拉
伯人沉重的屈辱史上变换的一个新的符
号。但面对屈辱，宗教和理性，应该有平
衡。 可“伊斯兰国”网络杂志“Dabiq” 11
月18日所发布的封面标题是“唯有恐惧”
（Just Terror），不给理性任何空间。

在我们了解了伊斯兰国狂热的病理渊

疆独制造50人死亡血案 中共反恐如临大敌
际反恐合作复杂化。

对于11月13日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
击，中国大陆官方第一时间严厉谴责了发
生在巴黎的暴恐袭击。而相对于BBC中文
网早前报道的发生在新疆阿克苏的“拜城
煤矿暴恐事件”，西方媒体更多的是批评
大陆官方的民族宗教政策，轻描淡写暴恐
分子对汉族的屠杀。甚至新疆分裂组织世
维会指责中国政府莫借法国恐怖袭击事件
打压“维吾尔族同胞”。西方这种傲慢与
偏见下的双重标准，纵容中国伊斯兰极端
势力的行为，无疑是在助纣为虐。

三，暴恐深切影响经济导致发展变
缓

新疆因恐怖袭击造成经济增长变缓已
深切地影响到各个族群的经济利益，而经
济的恶化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更多的
伊斯兰极端分子出现。这种恶性的循环也
促使当局紧绷神经打击暴恐势力的同时又
要加快发展经济，然而暴恐如浮在新疆上
空的阴霾一般影响着经济环境。

2009年“7·5”暴恐事件发生后，新
疆飞速发展的经济步伐受到严重影响，南
疆地区的部分工厂开始转移，很多资本从
新疆撤离。而当局甚至在2014年乌鲁木齐
公园北街早市恐怖袭击以后，关闭了乌鲁
木齐的所有早市及夜市。暴恐袭击给新疆
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新疆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其历史的渊
源，又有现实复杂的内外纠葛，然而总结
来看，一切的诉求与利益瓜葛都不能成为
暴恐袭击的理由。而基于错综复杂的国际
背景和薄弱的经济，新疆反恐仍然任重而
道远。

（作者： 致远；来源：多维新闻网）

源后，对中国网民发出如此言论也就不会
感到奇怪了，因为我们与他们有着相似的
病理基础，也有着100多年的饱受凌辱的历
史，甚至有着施加屈辱的共同对象——西
方。正是对西方的开放使得这个民族遭受
了难以启齿的凌辱，恰恰也是对西方的
开放使得这个民族走出了贫穷与落后的泥
潭。当他们穿着华袍渐渐直起了腰，发觉
自己头上仍是那个甚嚣其上的西方，他们
还在源源不断的向自己施加民主、人权、
博爱的压力，压力越大，越可能激起受施
加者的恨意。这使得远隔万里毫不相干的
两个民族在面对心目中共同的敌人时有了
别人难以体会的内心共鸣。

当局很好的利用了这一点。经一个世
纪来不间断的宣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恶魔化形象早已深入每个中国人骨髓深
处。在信息来源不充分的情形下，通过树
立这一众望所归的共同敌人，当局借此转
移大众的兴趣和口味，以极端的反美行为
释放弥漫于全社会的极端的不平情绪。

这样，一方面在公开的场合，政府方
面对恐怖袭击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另一方
面，在发帖有着严格限制的网络对这类民
粹的泛滥又显示了极高的放行度。而这些
发出极端言论的“爱国青年”大多生活在
社会底层，巴不得天天动乱，以极其出格
的极端行径证明微不足道的自己在这个势
利社会的存在。以极端来收拾民心，这就
是政府的策略；以极端来释放不平，这正
是草民的希望。

作者：石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