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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们在美国南部某州设立了一家贸易

公司，专门从事中美贸易。我们同时在美
国其他一些城市，也聘用了公司联络代理
人员，负责当地的业务。前些天我们公司
意外收到了由一位原告个人转发过来的一
份印第安纳州某地方法院的判决书，责令
我们公司赔偿原告将近一万元。

公司的老板吓了一跳。原告这个人
是我们曾经在印第安纳州聘用过的一位联
络代理人，我们和他早已经没有业务关
系，不知道与他有任何纠纷，也更不知道
被他诉讼这回事。调查后才发现，原告在
对我们公司提出诉讼时，将我们老板多年
前住过的一个地址，向法院提供为我们公
司的现有联络地址。法院的挂号信通知出
庭传票，根据原告的陈诉，自然就发到了
那里。该地址的现住户，不知道为什么就
签收了。法院判定挂号信已经寄达被告，
就在开庭当日，对我们公司做出了缺席判
决，判定我们败诉。我们公司不但要赔偿
原告要求的全部金额，还必须付法庭费以
及原告的律师费。

我们根本不知道被诉讼这回事，自然
就没有按时出庭。请问我们现在应该如何
处理这件冤案？

黄亦川律师回答：
如果事实的经过确如读者所云，这

倒真是一件令人难解的事情。正式注册的
公司，在当地州政府都会登记有案，必须
提供详细的联系地址与电话。原告聘请了
律师，律师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上电脑查查
被告公司的联系地址，一般不会盲目地根
据原告客户所提供的一个地址，就径行向
法院提出诉讼。因为任何诉讼，最重要的
第一步就是要通知被告，让被告知道诉讼
的事实与开庭的时间，才能够按时出庭为
自己辩护。一旦法官认为被告没有接到通
知，或是通知的方式不够完善，他是不会
对案件的是非做出判决的。

目前既然有人签收了法院的传票，
法官认定被告已经收到通知也是无可厚非
的。在法官对被告做出了缺席判决后，原
告很快就可以根据判决书来向你们公司执
行索赔。你们身为败诉的被告，目前的当
务之急，是指派贵公司的顾问律师，向法
院申诉你们公司其实并没有收到法院开庭
传票的事实，请求法官取消缺席判决，从
新开庭审理。要注意的是，想要求任何法
官取消他自己已经做出的判决，绝对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
还是尽快和自己的律师坐下来，商议应对
之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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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评

 杂谈

作为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站，艾奥瓦州初
选（Iowa Caucus）于美东时间2月1日晚8点在
万众瞩目中开始，又以令人有些惊喜的结果
落幕。共和党方面，克鲁兹（Ted Cruz）领衔
各候选人，夺得29%的选票。特朗普（Donald 
Trump）虽然以25%的成绩位居第二，但是考
虑到他此前超高的民调支持率，这实则是一次
迎头棒喝般的打击。最令人意外的是，政见较
为保守温和，此前民调支持率并不高的卢比奥
（Marco Rubio）这次却逼平特朗普，以24%多
的支持率微微落后，成为此次艾奥瓦州初选最
大的赢家。被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大佬们看好的
卢比奥或许也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在《华盛顿邮报》所做的研究报告中，有
两个指标尤其值得注意。其一，近半的选民此
前并没有作出决定，而是在最后关头才做出选
择。在过去一周中才做出决定的选民中，卢比
奥也以29%的比例位居第一。其二，当选民们
被问到“你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最重要的特征是
什么”时，22%的选民认为克鲁兹可以最终在
今年11月的最后环节获胜，特朗普的这一指标
是24%，而卢比奥却是44%。 

从第一条来看，此前的民调之所以无法准
确地预测最终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各民调机构
受其自身的偏见和看法所影响，故意或无意地

误导民众。而另一方面则正是因为近半的选民
都是直到最后关头才会做出决定的。而更重要
的是第二条指标，它既说明了选民们此前在民
调时并没认真，只是附随大众支持特朗普，图
个欢乐。直到真正选举时则会更加认真地做出
抉择。与此同时，这调查报告指标也说明民众
还是相对理性的。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全民选举制的
实施，有赖于选民理性地为自己作最佳选择。
美国中下层民众对政治正确所形成的意识垄断
不满，对社会资源分配失衡不忿。在这时，特
朗普哗众取宠的投机行为也就趁势披上了一层
虚假外衣。如果选民们欠缺理性，那么没有政
治经验就会被看作不被政治利益组织影响的清
白背景，仗财力就能进入政坛则会被视为有着
成功的商业管理经验和能力，令世人哗然的政
见主张也会被当作敢于另辟新路，就连涉及明
显歧视的言论也将会被粉饰成愿为民众发声的
可贵精神。

如果特朗普这次在艾奥瓦州果真以第一名
胜出，那么其所凸显的也不会是民心向背，而
恰恰是社会失衡之后，被极端民粹主义绑架的
美国选举制度。不过按照目前的结果来看，选
民们还是保有着理性分析之能力的。

另外需要点名的是，尽管艾奥瓦州的初

特朗普落败成笑柄 美国选民理性犹存

韩国JYP公司16岁的台湾艺人周子瑜一次
在娱乐节目中拿“中华民国”旗被艺人黄安举
报是“台独”，周被迫在电视上含泪就此道
歉。这事看来极其简单，却对海峡两岸民众心
理造成极大冲击。关于它，有各种解读，这里
笔者尽可能细致地还原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希
望能就此领略其中不同寻常的政治意味。

周子瑜在节目中挥“国旗”是2015年11月
中上旬，此时她在大陆还很少人知道，但台湾
亲民进党的三立电视台等媒体开始对其关注
炒作。艺人黄安估计是看到了三立新闻于11月
23日第一次举报周子瑜台独，但大概是由于周
知名度太低大陆仍没什么反应，黄安只好很快
删帖。随后从11月底到12月底，三立等媒体至
少四次公开拿周子瑜炒作，到12月22日达到高
潮，他们做了一个台湾明星的年终总结。认为
2015年最红的是周子瑜，把周子瑜塑造为“台
湾之光”。

2016年1月6日安徽卫视发出微博邀请周子
瑜参加春晚，一下让情况起了变化。这时的
黄安又看到了机会，他于1月8日再次举报周子
瑜，他利用自己在大陆的名声把在大陆还没什
么人气的周子瑜一下推到了前台，很快北京卫
视、华为等与周子瑜的各种合约相继被翻出。

此时的亲民媒体开始火上浇油，他们打出
的“强国网友呛封杀，子瑜照飞北京”标题，
一举激怒了大陆网民。网民纷纷跑到北京、安
徽卫视微博下抗议，声称如不取消，就抵制他
们的春晚。重压之下，华为、安徽北京卫视先
后与周子瑜解约， JYP公司被迫两次道歉。

台湾大选前一晚，按规定从当晚10点起，
任何政党个人都不得采取各种方式拉票、电视
广告与造势活动也只能到晚12点。正在电视台
发愁播什么时，一个16岁女孩出现在电视中，
她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在视频中向人们深深
鞠躬，说自己感到“愧疚”，“始终为自己是
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这一情景令所有看到的台湾人都感到心
疼，有人表示，周子瑜的道歉视频，看上去像
要被ISIS斩首的人。蔡英文、朱立伦等纷纷表
态对其表示支持，台湾20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件
事让党派之间朝野上下如此齐心。它更是深深
的刺激了台湾的年轻人，有媒体引用民调专家

洪耀南称，朋友的儿子夜读刚刚进门，看见父
亲在播放周子瑜道歉的视频，红着眼大声说：
不要再放了！更大声骂了声“干！”《这一
夜，多少台湾人彻夜难眠》，《天下》杂志的
这句评语浓缩了全台湾人难言的悲情与愤怒。

而在海峡的这一边则是另一番景致。周子
瑜道歉视频很快在网民中引起狂欢，官媒也在
第一时间表达了类似心境。当夜《人民日报》
发布微博：涉台独周姓艺人道歉了。每一颗爱
国心，都值得被小心安放。《环球时报》更是
与网民同声狂欢，《这次对阵“台独势力”，
大陆网友完胜！》。上上下下都沉迷一种报复
的快感时，只有国台办表现了难得的冷静：要
警惕政治势力利用两岸民间交往中的个别事
件，挑拨两岸民众感情，两岸同胞要高度警
惕。

国台办的担心很快得到了验证。在台湾几
乎所有看到视频的人都会自然想到到一个“在
大陆舆论压力下被迫屈服的小姑娘”的形象，
周子瑜事件似乎又让台湾人见识到了对岸的颟
顸与傲慢，进而成为民进党的催票利器。台湾
民视政治分析员称，周子瑜事件大概“贡献”
绿营60-80万票，投票率拉高3-5个百分点。
选前估计得票率为绿43%、蓝27%、橘17%，不
想“道歉”视频一出，很多年轻人连夜返乡投
票，让绿营“总统”票大胜300万，立法机构
取得过半席次。道歉视频把朱立伦和他背后的
国民党完全推向了绝境，同时也使不久前习近
平总书记与马英九会面所营造的两岸红利化为
乌有。

直到此时，大陆方面才醒悟过来。“对于
台湾的某些政治势力来说，将一个青年的无心
言行无限解读，注入也许本不存在的政治意
义，趁机以‘玻璃心’挑衅大陆网友，等于将
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毫无顾忌地转嫁到了一个
16岁孩子身上。这种行为绝对是不负责任。”
（人民日报海外版）

而台湾则把火力都对准了那个言论高调行
为可疑的艺人黄安。民进党的蔡英文等得了便
宜不会直接谴责，只是借支持周子瑜影射黄
安，而作为大选中彻底失败者的国民党一方对
黄安则是怒不可遏，朱立伦发言人徐巧芯脸书
上发言：“愤怒。请拿开你的脏手。黄安，

作者：刘工昌（江苏省常熟市）

周子瑜事件背后的政治解读

选结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今后各州初选的
基调，但是对于两党最终的提名人选却无法
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往也多有在艾奥瓦州战
败但是最后却成功获得提名并成为总统的先
例。只是这次对特朗普而言，考虑到他日前
近乎狂妄的高调言论，经此役后想必会受到
不少打击，并有相对收敛。而共和党建制派
的大佬们也将给予卢比奥更多的支持。

（作者：希文  摘自：多维新闻网）

你自以为在做的事，只是一种低劣霸凌的手
段。如果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应该对你自
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

至此我们回过头来看此事，表面上看
来，这是一场两岸资讯严重不对称引起的政
治错觉。大陆网民看到的是一个被对岸别有
用心的媒体一再炒作的台湾女艺人，一边搞
台独一边来大陆赚钱；而台湾民众在面对此
事时忽视了整个事件发酵的全过程，只是看
到了她举一下国旗就被迫含泪道歉这个事。

但深层原因却是两岸分隔60多年间不同
的社会记忆和教育下产生的情感错位和身份
认同。台湾学者简皓瑜认为：“台湾孩子在
一些非正式的国际场合天真地表现自我、挥
舞国旗，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认为这样是
对的。”蔡英文也说：“一个中华民国国
民，拿中华民国国旗表达对国家的认同，是
不应该被打压，而且被强迫说跟她原意相反
的事情。”

而在许多的大陆网民来说，所谓的一个
中国，其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时
候，你不承认它，就是不承认一个中国，就
是台独。因为他们从小受的就是这样的教
育，非红即黑，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没
有任何妥协的地步。

但九二共识最有价值的恰是这种两极论
调之外的中间地段，也就是在一个中国的钢
性与两种政治体制不同的柔性之间，寻求一
种两岸都能接受的弹性。“台北与北京向来
透过淡化及搁置政治歧异，而活络深化两岸
经贸往来，这正是‘求同存异’、‘聚同化
异’的基础。而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最为
重要的九二共识，其价值恰恰在双方于敏感
议题上，愿以搁置争议、相互尊重而求取共
创双赢的机会。然所谓共识赖以实现的条
件，正因两岸对于彼此歧异之处，默许模糊
空间的存在”。（同上联合新闻网）

这里周子瑜举中华民国国旗显然处于两
岸政策所能允许的度之内，可由于内地网民
多年以来形成的非红即黑的教育传统 ，使得
居心叵测的媒体与反复无常的黄安终于获得
了难得机会。他们将支撑两岸交流最重要的
模糊空间，熟练的转变为敌我分明的二元关
系体例，以意识形态的凛冽与网络话语的狷
急抹杀所有模糊存在的可能性。

从直接结果来看，伤害最大的是大选中
的国民党；从长远看，伤害最深的是原本脆
弱的两岸关系。

（版权文章，转载请联系本报）

特朗普经此役后想必会受到不少打击，并有
所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