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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在某家按摩理疗店工作，前些时候

涉及了一项刑事案件，我认为自己是冤枉无
辜的。我本身不懂英语，自己也才来印地安
纳州工作没有多久，人生地不熟，好心的老
板就代我聘请了一位美国律师来替我辩护。
我和律师见了几次面，律师没有提供翻译，
每次见面都是自己设法安排不同的中国人担
任翻译。由于翻译人员不太专业，良莠不
齐，每次面谈我都是一知半解。有些翻译人
员甚至很坦白的告诉我说，许多法律专业词
汇她们自己也不懂，没有办法翻译给我听。

我与家人正在申请绿卡，很担心这个
刑事案件会对我们的申请有不良的影响。听
朋友说我的案子下个月就要开庭审理，而我
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请问应该如
何解决这个难题？

黄亦川律师回答：
任 何 人 一 旦 面 对 刑 事 案 件 ， 无 论 大

小，都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一不小心，就会
有牢狱之灾。如果认为自己无罪，是被冤枉
的，建议尽早聘请自己信任的律师，代理负
责说服起诉检察官，让检察官撤销案件。可
是一般检察官在起诉一个刑事案件之前，一
定已经对该案件的前因后果与证据有了初步
的了解，在判定可能有犯罪行为的前提下，
才会起诉。所以要说服检察官在审判前撤销
案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样
做等于是检察官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判断力。

下一步就是审判阶段。审判是一件大
事，律师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开庭审判。审判
牵涉到许多复杂繁琐的事情，包括搜证与各
色各样的准备工作。尽职的律师必须花费大
量的时间来准备一个审判工作，律师费用也
自然很高。如果执意认为自己冤枉，不愿
意认罪，在决定是否经由审判来获得清白之
前，必须仔细小心的选择自己的代理律师。
实在没有能力自己花钱聘请律师审判，可以
向法官要求指派免费的公设辩护律师。公设
辩护律师一般也都是执业律师，自己有自己
的律师事务所。在他们执行公设辩护律师的
任务时，律师费是由政府付给的。可以放心
他们都是称职负责干练的律师，还是有可能
达到好的结果。

有客户反应说她们不惜花了大钱聘请
律师代理诉讼。审判当天，自己的律师既没
有让自己有机会亲自向法庭与陪审团申诉辩
解，也没有询问任何对自己有利的证人，结
果自然轻易的败诉了。每个律师在从事审判
业务时，都会依赖他的经验与专业素养来决
定对自己客户最有利的审判方针。既然做了
选择，就最好信任自己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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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谈

 杂谈

近日有关医师滥开处方药的消息，连续
在新闻版面出现，所涉及的案件如成立，刑
期都在30年以上，亦即涉案医师下半辈子都
可能在铁窗下度过，惩戒不可谓不重，也令
人惋惜。

更令人慨叹的是涉案两位医师都是华
裔，都正值盛年，前途看好，却在一念之间
未能谨守分寸，触法而不自知，终致东窗事
发，如今必须面对法律的制裁。

无独有偶的是，这两位医师代为辩护
的律师都是同一人——崔西，能否为他们两
人争取最大权益，从法网中脱身，尚言之过
早。但是崔西提出一个观点，很值得华人深
思，尤其是新移民更应牢记，那就是华人太
注重人情，欠缺法律知识，才会连受过高等
教育的医师，也身陷法网。

从崔西律师审阅案情后提出的忠告，华
人习惯以情理处理人际关系，在以法治为主
的美国社会，很可能触及很多法律陷阱，或

是法律地雷。当事人或以华人观点思考，或
抱助人为善心态，结果都是法律不允许的禁
区，一旦司法单位介入，依法论法，有理也
说不清，就埋下了违法的恶果。

以涉及滥开处方药的曾秀颖而言，初
中以前在台湾接受基础教育，人情世故的处
理多少会受华人以人情出发的影响，而一旦
塑造了这种思维模式，又屡次如此操作，都
安然无恙，难免认为理所当然，却不知可能
已超越法律界线。而林诗腾医师也是台湾出
生，滥开药涉案，也牵涉个人及家庭因素，
儿病妻离，身陷一连串的压力，导致养成酗
酒习惯，对病患的诊治因而脱序，也显示即
使身为人人欣羡的医师，也有不为人知压力
沉重的一面，可惜的是未能成功抗拒压力与
诱惑，反让自己成了人生战场上的违纪者。

对曾、林两位医师抗辩的崔西，深入了
解他们两人走上滥开处方药的心路历程，理
性的分析指出，身处白色象牙塔内的医师，

失  败  的  战  争

我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有
声音围绕着我，成百上千个声音。它们伴着
我，从童年起就伴着我。那时我生活在乡
下，我们这样的孩子们喜欢在街上玩耍，但
是夜幕降临时，家门口供疲惫的老太太休息
的长椅（在我们那叫做“哈特”）就像磁铁
那样吸引我们。她们都没有丈夫，没有父
亲，没有兄弟。

我不记得战后我们村里有男人——二战
期间，每四个白俄罗斯男人中就有一个死在
前线或游击战中。我们战后的童年世界是女
人组成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们谈论
的不是死亡，而是爱情。她们讲如何和爱人
诀别，讲如何熬过漫长的等待，等待至今。
时间流逝，她们还在等：“如果他回来时没
胳膊没腿，我就抱着他。” 没有胳膊，没有
腿……我好像从小就明白了什么是爱。

下面是在我耳边合唱的几段声音。
第一个声音：
“为什么你想知道这一切呢？它是如此

悲伤。在战争中，我认识了我丈夫。那时我
在一个开往柏林的坦克队中。我记得我们站
在德国国会大厦附近的那一刻。他当时还不
是我丈夫。他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爱
你。’我那时非常乱——我们一直活在充斥
着污秽、肮脏、鲜血的战争中，听到的都是
猥琐话。”

“我回答说：‘首先把我变成一个女人
吧：给我鲜花，对我说甜言蜜语。等复员
了，我会给自己做条裙子的。’我当时心烦
意乱，很想打他。他也感觉到了。他的半边
脸被严重灼伤，留着疤痕，我看到他的泪水
从疤痕上流过。‘好，我嫁给你。’我说。
就这样……我都难以置信，我竟然这么说
了……我们周围除了断壁颓垣，什么也没
有，只有战争。”

第二个声音：
“我们住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我

在一个面包房工作，做肉馅饼。我的丈夫是
消防员。我们刚结婚不久，上超市都手拉
手。核反应堆爆炸那天，我丈夫在消防站值
班，他们穿着便服和衬衫就赶赴现场了，
没有任何特殊服装。那就是我们的生活状
态……你知道的……他们一整夜都在现场灭
火，承受了大量身体难以负荷的核辐射。第
二天早上，他们直接飞往莫斯科。严重的核
辐射疾病……他们活不过一周了……”

“我丈夫是个运动员，身强体壮，他最
后一个死去。我到了莫斯科，他们告诉我他

在特殊的隔离室，任何人不得进入。‘但是
我爱他。’我求他们。‘士兵们正在照顾他
们。你要去哪里？’‘我爱他。’他们和我
吵起来：‘他已经不是你爱的那个人。他是
一个需要消毒的物体，明白吗？’我一遍遍
对自己说：‘我爱，我爱……’”

“晚上，我爬上消防楼梯去看他，或者
我喊值夜班的人，买通他们让我进去……我
没有遗弃他，我陪他到最后……他去世几个
月后，我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她只活了几
天。她……我们为她激动，但是我害死了
她……她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上所有的辐
射。她那么小……我爱他们俩。”

“爱怎么可能被消灭？为什么爱和死亡
如此接近？它们总是同来同往，谁能解释？
我跪在了坟前……”

第三个声音：
“我第一次杀德国人，那时我才10岁，

游击队员已经带我执行任务。那个德国人躺
在地上，受了伤……我被命令去取他的枪。
我跑近他，他双手抓住枪，对准我的脸。 但
是最先开枪的不是他，是我……”“我不害
怕杀人……战争中我没再想起他。很多人都
被杀了，我们活在死人堆里。令我诧异的
是，很多年后我梦见了那个德国人。我总是
做同样的梦：我在飞翔，他抓住我不放。我
们一块掉下来，掉进同一个坑里。或者，
梦见我想起床……站起来……但是他阻止
我……因为他，我没法飞走……” “同样的
噩梦，我一做几十年……”

“我没告诉儿子那个梦。他还小，我不
能告诉他。我给他读童话故事。他已经长大
了，但我还是不能告诉他。”

……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40年那么

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
声音。说实话，我并不是一直有走下去的力
量——很多次，人让我震惊和恐惧。我体会
过狂喜和厌恶，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
无知的状态。然而，很多次，我也因人的美
好喜极而泣。

我居住的国家从小就教我们死亡。我们
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牺牲自
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住在
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
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行刑者和受害
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
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
说。我们生活的空气已经中毒。邪恶时刻在

滥开处方药 两华裔医生陷牢狱之灾
对外在社会的凶险理解不多，一旦病人多次
需索，难免心软，加上有做“人情”的心
态，就让滥开处方药出现漏洞，有了开始，
就难防堵。再加上有时有经济压力，交相影
响之下，造就了游走法律边缘的开药模式。
如今司法机关介入，再做解释，为时已晚。

两位华裔医师滥开处方药的官司，还在
上诉之中，法官是否能考虑当事人无前科的
背景与心态，减轻其刑，尚不可知。但是辩
方律师提出的忠告“华人太重人情，欠缺法
律知识”很值得警惕。而她沉重的呼吁“社
区不应抛弃他们”，也值得华人深思，毕竟
两人虽触法，但并非罪大恶极。

看到两位原本前程似锦的华裔医师，
因执行业务未能遵守法令，如今面临法律制
裁，很令人感慨。细究其因，是金钱诱惑、
人情压力或法律无知？“孰令致之？”多少
有了答案，但代价未免太高了！

                            （来源：世界新闻网）

注视我们。
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

一本书，一本关于乌托邦史的书。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变得粗俗。”我的
老师Ales Adamovich——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
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叙述20世纪的噩梦
是一种亵渎。不用发明任何东西。你必须如
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见证者必
须说话。我想起尼采的话——没有艺术家能
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
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真实某种程度上被分
裂了。有很多个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
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
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所以
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
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
活。我对心灵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心
灵，被历史宏图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
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告诉我，我所写的不是文学，
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
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和改变了形式。
一切东西都在溢出边缘：音乐、绘画，即便
是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
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
证者不是纯粹中立的。在讲故事时，人们会
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如同雕刻
家面对大理石。 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想关注渺小却伟
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
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小历史，大历史也从中
展现出来。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
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
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述出来。
（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面对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群魔》中，沙托夫在和斯塔夫罗金的对话
一开始就说： “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
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
调，像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
一次话。”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领奖演讲

前言：瑞典时间12月8日，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
谢耶维奇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进行了演讲，题为“失败的战争”。以下
摘自腾讯文化编译的演讲内容。

阿列克谢耶维奇（图片来源：《周末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