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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们是中国来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求

学之余，几个同学决定合伙投资开餐馆。  
我们知道留学生不可以合法工作，所以我
们都是以投资者的身份聘请合法的专业人
员来经营。我们租了一栋楼，一楼开餐
馆，还有一个地下室空着，在房东的同意
下，将地下室转租给另外一些同学来经营
卡拉OK。租约里明确要求他们必须申请
正式的营业执照来合法经营，他们也一口
答应了。

最近我们怀疑他们并没有申请合法
的营业执照，而且好像还在销售香烟与酒
类。我们知道美国法律明确规定，销售香
烟与酒类必须申请执照，无照销售香烟与
酒类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处罚很重。虽我
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可是如果我们的
房客无照营业，无照销售香烟与酒类，我
们有连带责任吗？如果我们的怀疑获得了
证实，可以解除租约，要求他们搬家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近几年来由于来印第安纳求学的中国

学生越来越多，类似的商业纠纷也层出不
穷。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年轻留学生积
极进取，除了求学外，还主动从事各种不
同的商业投资，来争取额外的收入，减轻
父母的负担；从负面来看，一些同学要不
然是对美国法律不太了解，或者是虽然了
解却不太遵守，往往为了挣一些钱而无视
美国的法律。无论什么原因，不守法都不
是好事。美国的法律比较健全，各种规定
也是多如牛毛，对于各行各业的经营都有
不同的规定与要求。想开卡拉OK，必须
申请相应的执照，租的店面也必须位于一
定等级的商业区。要在店里贩卖小吃以及
烟酒饮料，那就更麻烦了。贩卖香烟有香
烟的执照，贩卖酒类有卖酒的证照，销售
食物也必须由政府卫生局检查通过。不是
能够经过领导特批就能为所欲为的。

前阵子加州一些中国学生霸陵同学，
一般中国人可能认为这不过是桩小事，骂
一顿就罢了。美国可不同，他们被美国检
察官以严重的刑事罪名起诉，定罪后都被
处以十余年的重刑，服满刑期后还要被驱
逐出境。年轻人一辈子就几乎报销了。

当然我们读者面临的只是一些民事案
件，不至于去坐牢，可是如果违法经营被
查获，对于学业甚至于学生的签证都可能
有不良的影响。有同学辩解说自己不了解
美国法律，所以才触犯了法条。美国法律
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法律的无知不构成辩
解脱罪的理由。同学们还是以学业为重，
如果有余钱来投资各种行业，最好事先详
细的咨询自己称职的律师，问清楚哪些事
情可以做，哪些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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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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离京对沙特、
埃及和伊朗中东三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
近平2016年的首访。时下在中东地区，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是舆论关注的焦
点，而中国在打击ISIS问题上一直比较低调，
但是，中国人质被杀、新疆维族极端分子加入
ISIS等不能不引发中国的警惕。更让中国担忧
的是，印尼近日来的恐袭意味着ISIS的势力范
围已经不局限在中东地区，所针对的也已经不
仅仅是欧洲或者是美国，其触角已经延伸至亚
洲地区，中国现在如果还是选择独善其身恐怕
很难了。

在印尼恐袭当天，中国官媒《中国日报》
称，新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
在自治区人大的年度全体会议上表示，起草地
区反恐法、以及消灭宗教极端主义是新疆今年
立法工作的重点，将为新疆地区打击恐怖主
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持。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即将起草的《反宗教极端主义
法》将是中国大陆第一部针对宗教极端主义
而订立的地方性法律。而在2015年12月，全国
人大颁布了第一步《反恐怖主义法》，于2016
年1月1日开始实行。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表
明中国开始从法律上准备好应对ISIS。但是，
如果只从国内法律层面对ISIS严阵以待，显然
不足，ISIS对中国的威胁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渗
透，中国更需要从外交上做准备，习近平在
这个时候访问中东就是从外交层面着手打击 
ISIS。

目前的中东反恐格局主要是由俄罗斯和
美国主导，美国主导的打击ISIS主要是与伊拉
克政府合作，俄罗斯的行动则主要是与叙利亚
政府进行，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的行动，都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与当事国密切
合作。自2015年9月底以来，俄罗斯开始对叙
利亚进行空袭，并部署苏-30SM、苏-24、苏 
-25等战机和S-400防空导弹等加大对叙利亚

政府的扶持。而美国为了保持在中东的地位，
不断派出地面部队加大对伊拉克政府的援助，
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 （Ashton Carter）13日宣
布，派出的200名特种部队已经到位。

同时，为了壮大对伊拉克政府和叙利亚政
府的支持，美国不顾沙特等国的反对，与伊朗
达成伊核协议，俄罗斯则与伊朗、叙利亚和伊
拉克分享情报，建立“什叶派之弧”。这在逊
尼派看来，就是在打着反恐的旗号，壮大什叶
派的力量来削弱逊尼派的力量。让逊尼派国家
更为恼火的是，美国和俄罗斯等时不时指责沙
特等与ISIS勾结，将其打入同一类，不免让逊
尼派为主导的沙特认为， 美俄根本不想与其共
同反恐。

美俄现在如此大费周折壮大什叶派力量，
同时又将沙特等国与ISIS相提并论，导致的后
果就是沙特等中东国家不愿与美俄形成反恐统
一战线。比如沙特虽为美国盟友，但是，在
2015年9月就已经退出了空袭行动。3个月后，
沙特宣布组建34国“军事反恐联盟”，根本不
愿意配合美国的行动。

更严重的是，美俄的做法更加激化了什
叶派和逊尼派的对抗，沙特和伊朗如今的断交
风波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
议，伊朗面临的美欧制裁即将解除，伊朗在军
事和经济行动上的限制也随之减少，伊朗在打
击ISIS上很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加上伊朗
已经建立“什叶派之弧”，对沙特等国的冲击
可想而知。

习近平在这个时候选择访问沙特、伊朗和
埃及，就是看到了美俄的做法只会激化什叶派
和逊尼派的矛盾，反恐战线难以建立起来。既
出访伊朗又访问沙特表明，中国抛开了到底是
支持什叶派还是逊尼派的纠葛，而是协调互相
敌视的两国真正回到反恐的问题上来。这也是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强调的，反对将
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反对双重

蔡英文的私人秘密

严格算起来，蔡英文从政资历仅15年，她
正式入政坛，是因民进党执政，但造就她登上
总统大位，却是因民进党失去政权。2008年陈
水扁下台入狱，蔡英文在身边好友卖力劝进下
接了党主席。她曾说接党主席，就当作是当
兵，熬过二年兵役就好，说这句话时，断断没
料到，民进党能在她的带领之下，不但高票执
政，甚至连国会都过半。真得很神。

但这位将带领台湾走入新世代的领袖，有
些鲜为人知的面向，记者从小地方的亲身观
察，来看这位女总统是如何走向大位的。

与蔡英文的亲身接触
如果依家中的排名顺位，蔡英文本来应叫

蔡瀛文，后来爸爸觉得太难写，就直接改为蔡
英文。第一次和蔡英文接触是在她担任陆委会
主委初期。那时，很多人都对这位曾研究“两
国论”的绿主委很好奇，除了在民进党执政
下，她要怎么主导两岸事务外，还有她谜样的
背景。记者也曾接触蔡爸爸蔡洁生，蔡洁生在
世时，每天都会固定到士林海霸王二楼的私人
办公室。

蔡洁生的办公室不大，蔡妈妈跟随在身边
同进出，老人家看到陌生人没有排斥，尤其聊
起幺女蔡英文，更是满脸欢喜。蔡爸爸办公桌
上摆了不少东西，多数都和蔡英文有关，照
片、剪报资料等，这位爸爸真的以女为荣，但
因蔡英文的姐姐、姐夫到场时，看到有记者脸
色大变，这场突袭式的采访只能匆匆结束。

没想到，过不了几小时，记者接到蔡英文
亲自打来的电话，和记者致歉，也同意记者在
电话中进行专访，她回答两岸问题、和前总统
李登辉的渊源等。蔡英文说两岸关系要非常
小心，当时这位主委给人的感觉，是个决定很
快，但说话很谨慎小心的人。在陆委会任内，
她自己还提到曾犯过的小错，就是到机关楼下
餐厅吃饭时，忘记带钱的窘事，因为她从小就
在兄姐照顾下长大。

很多人忘了，这位准总统也曾被称过小龙
女，看似不太食人间烟火，静静的、冷冷的、
说话小小声，却没想到发挥出的功力是如此之
大和深厚。

记者第二次接到蔡英文电话，也是为了爸
爸的事。蔡爸爸过世后，儿女替他找了新北市
的墓园，但初期涉及违规，当时媒体报导此
事，让蔡英文非常紧张，急忙打电话给记者说
明，虽然来不及改变原本报导，她还是花了不
少时间，很仔细地耐心解释相关情况。

蔡英文的家庭背景虽然特别，但她和家人
的感情却相当好，衣服几乎都是姐姐买的。姐
姐看到合适的衣服，就会帮妈妈和她也各买一
件，所以当大家开始关注蔡英文衣着品味时，
才发现原来她身上穿的、脚上踏的、肩上披的
都是欧洲名牌，后来为了避免名牌话题一直被
拿来做文章，她改变这样的穿着习惯。

谨言慎行，功课不好、爱开车和搬家具
正式采访蔡英文时，蔡英文刚接下民进

习近平首访中东 出兵ISIS并非不可能

标准。如果中国能够协调逊尼派国家，加上
此前中国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方面的沟通，真
正的反恐战线才会建立起来，这意味着，中
国出兵ISIS也并非不可能。

从沙特、伊朗和埃及在中东的地位来
看，其作用不容小觑。沙特已经宣布组建34
国“军事反恐联盟”，并组织了首次叙利亚
反对派会谈。作为“什叶派之弧“中的重要
一员，伊朗一直以来都在支持伊拉克和叙利
亚政府，甚至成为伊拉克境内对抗ISIS的主
力。而现在，伊朗面临的美欧制裁即将解
除，伊朗在军事和经济行动上的限制也随之
减少，在打击ISIS问题上很可能会发挥更大的
作用。虽然埃及目前为国内局势所困，在打
击ISIS问题上并没有显著的成绩，但是，埃及
加入沙特组建的34国反恐联盟表明，埃及并
未远离打击ISIS的努力。中东问题现在无解，
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掺杂了大国的利益，掺杂
了大国主导的成分在里面，中东大国沙特、
伊朗和埃及等国家的影响力并未发挥出来，
中国在这个时候与其联手，就是在强调这些
国家的作用，希望能够借助中东主要国家的
力量来解决中东问题。

（作者：路禾 来源：多维新闻）

党党主席。那时的民进党正面临创党以来最
大风暴，前总统陈水扁贪污案，让民进党选
什么都很惨。党中央也很穷，眼见就快坐吃
山空了，那时蔡英文提出“小额募款”的想
法，为了挽救民进党，她甚至去向哥哥募
款，她认真诚意地一步步解决民进党的烂摊
子，让党内不少原本反蔡的力量，一点点地
融化开。

冷冷的、安安静静的蔡英文，对记者而
言，其实是不太容易采访的对象，一来她说
的话很少会是激情的、内幕的，而且有些不
小心说出的话，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交
待“绝不能写喔！”所以访问蔡英文时，一
定要准备很多问题，还要三不五时问一些题
外话，才有机会听到一些不为人知的面向。

蔡英文很少谈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次
她说到自己最爱看的电视节目，竟然是“全
能改造王”。还透露她每次都会尝试把家具
搬来搬去，改造一番，同时也喜欢下厨，自
认很有创意，只是家人不太敢领教。简单
说，单身的蔡英文如果不是从政，就是一位
很宅的学者和法学专家。

（下接第5版 →）
（来源：大海旅游人）

沙特战机升空迎接习近平访问

导读：1月1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举行。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新任总统，创下许多第
一，台湾地区第一位女性总统、民进党第一位非创党成员的总统候选人和当选人、第一位同时
有客家和原住民血统的总统，也是出身家境最好的总统。特别的是，在家中排行十一的蔡英
文，她妈妈是爸爸的第4任妻子，她则是爸妈的最后一个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