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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们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城新开了一家

店，需要有收信用卡的账号服务。在朋友
的介绍下，一位美国信用卡服务公司的销
售员来到我们店里，拿了一份文件让我签
署。我不懂英文，刚好有一位国内来留学
的大学生在我们店里，就请他替我们看一
下。  他说没问题，可以签了。  我们相信
他，就签署了文件。 

今天信用卡服务公司的销售员来我
们店里收月费，他才告诉我，我们和他公
司签订的合同为期五年，期间不能取消。  
我吓了一跳，我新开的商店因为不知道
生意能否维持，所以与房东只签了一年的
短期租约。我问信用卡公司销售员，如果
我一年租约期满决定不做了，难道还要继
续付信用卡的服务月费吗？他告诉我：无
论你做不做生意，你与我们签了五年的合
同，你必须付满五年的月费。

虽然我发现这家信用卡服务公司的月
费比其他公司要高出不少，这倒无所谓，
可是我从来没有答应要和他们签五年的长
期合同。请问在我完全不了解内容的情况
下签署的合同，有法律效力吗？我可以和
他们解约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这类事件对于在美国做生意开店的同

胞来说，真是层出不穷。我经常在同胞签
署合同文件后，收到咨询的电话，说合同
内容与他们了解的不一致，能不能用不懂
英文的理由与对方毁约？的确许多同胞英
文不太好，在签署合同文件时有些是依赖
着亲戚朋友来替自己把关，有些根本就只
好相信对方对于合同的口头说明与承诺，
一知半解地签署了文件。到了事后发现合
同内容与自己所想象的不符合，才会去请
律师来挽救。  

每次我收到客户对于合同内容纠纷的
咨询，第一个问题总是：你有没有签名？  
如果答案是已经签名，可是现在对合同的
内容不满意，后悔了。此时，律师能够做
的是很有限的。美国法院如果认定合同签
署人已成年，有行为能力，没有心智方面
的残障，而且又没有受到外力的胁迫，是
不会以不懂英文为理由而否定合同的有效
力的。

当然如果能够证明签约对方，对自己
做了许多与合同内容不符合的虚假承诺，
有明显的诈欺行为，还是可以设法向法院
讨一个公道。至于什么样的证据能够博取
法官的同情，请读者尽快与自己的律师咨
询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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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轮回，2016年美国又将迎来一位新
总统。

在11月8日的最终投票日之前，民主党和
共和党将开启多轮初选，分别在7月中下旬推
出各自党派真正的大选角逐者。

目前已结束的艾奥瓦州（Iowa)与新罕布
什尔州（New Hampshire）两轮初选虽有大选
风向标之称，可民主党与共和党内部依旧迷雾
重重，候选人之间难分上下。民主党内的总统
候选人数量虽不及共和党之多，但在前国务卿
希拉里（Hillary Clinton ）与自我标榜为“社会
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之
间，两人都互有胜负。再加上，希拉里的“邮
件门”事件尚未终结，这位选前最被看好的大
腕，问鼎白宫之路依旧坎坷。

共和党方面，通过两轮初选，已将候选人
数从两位数筛选至目前的6位，但标新立异的
地产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早已抢尽了
风头，成为了共和党内部不讨喜却不得不认真
对待的竞选对手。这也样注定了他与“新星”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
带有政治世家光环的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
布什（Jeb Bush ）之间的较量只是刚刚开始。

由此可见，在之后的多轮初选中，候选人
之间的博弈将进入更激烈的火拼阶段。

共和党群龙无首
应该说目前让共和党内部最头疼的就是，

在2月初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后，虽然几位排
名靠前的候选人都表示自己才是实至名归、
能代表共和党出战的最终人选，事实却是，目
前，尚没有一位候选人有足够的能力和支持率
可以清晰地证明，自己就是“那一个”。

“在共和党内部，最终的关注焦点只落在
一位候选人身上，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共和
党策略人士邦杰安（Ron Bonjean）表示。这
也意味着，无论共和党竞选阵营是否有第三名
候选人在接下来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中脱颖而
出，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获胜的
特朗普和克鲁兹都不会有在短期内退出竞选的
打算。

尽管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以压倒性胜利
把其他候选人远远甩在身后，共和党一直不把
特朗普当“自己人”早就不是秘密。之前的艾
奥瓦州初选中超常发挥的鲁比奥让共和党无比
惊喜，并在几天内就被捧为党内最有实力的新
星，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鲁比奥却又
发挥失常，只获得第五名，让共和党内刚刚燃
起的希望变成极度失望。

还有共和党之前最看好，并且到目前筹款
都超出其他候选人一大截的前佛罗里达州州长
杰布·布什，他在此前的两次初选以及各种民
调中都毫无起色，甚至多次排名倒数。

本以为杰布·布什已毫无希望，但他在新
罕布什尔州初选获得第四名的成绩虽然不会改
变共和党当前的政治版图，但却保住了他继续
留在竞选阵营的资本。目前，杰布·布什已搬
出了自己年近九旬的母亲芭芭拉与哥哥、前总
统小布什助选。

特朗普、克鲁兹都不是“最爱”
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取胜后，特朗普的竞

选活动迅速南下，首站为路易斯安那州，竞选
活动设在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可以容纳上万人
的体育场内。

当主角特朗普走出蓝色的幕帘后，现场爆
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呼喊，还有不间断的鼓掌声。

“通常只有摇滚明星和超级球星才可以得
到这种待遇。”新奥尔良当地的民意调查专家
弗里查克（Ron Faucheux）表示。“聊经济和
文化这种传统政治话题在这里是行不通的，这
里更多的是那些对各种现状不满的劳动阶层，而
特朗普非常知道怎么利用人们的这种愤怒。”

果然，特朗普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竞选活
动现场一出现就把民众夹杂愤怒的热情引导
到非法移民的议题上。“谁来为‘这座墙’
付钱？”特朗普大声提问现场的民众。“墨西
哥！”现场观众以高过特朗普多倍的音量回答。

那么，这个大部分人眼中的“大嘴巴”、
“结过三次婚”，还拥护对手克鲁兹所说的“纽
约价值观”的亿万富翁、地产大亨，如何在美国
南部多个保守的州获得如此高的人气？

“是那些愤怒的白人，”佛罗里达州民
主党民意测验专家基恩斯（Jim Kitchens）表
示，“这是支持他大部分选民的来源。”基恩
斯强调，“对这些人来说，一个能用15秒就可
以解释自己竞选纲领的候选人比用15分钟还解
释不清的候选人要有说服力得多。”

“ 他 就 是 那 种 在 酒 吧 里 坐 着 和 你 胡 侃
的人。”参加当天竞选活动的一位男性选民
说，“不装，也不假惺惺地和你套近乎。我喜
欢这样的人。”他说，“至于他是不是能成为一
位好总统，应该不会有比奥巴马更糟糕的吧。”

共和党内的分析人士表示，除了当前克鲁
兹和特朗普之间难以决出胜负让共和党非常头
疼外，两人其实都不是共和党中意的人选，而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克鲁兹的“极右”
和特朗普的“葫芦里不知卖神药”都不符合共
和党的核心价值观。在共和党内部人士看来，
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
都决不可能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共和党内目前
所流传的一句话就是，谁都行，就是不能推选
克鲁兹或特朗普，尤其不能让特朗普上位。

谁是民意的弄潮儿？
对于美国媒体而言，等待多时的一刻终于

到来。桑德斯和特朗普在同一次初选中分别胜
出，释放了这样一则信号：一切都要合民意才
管用。

在桑德斯刚刚宣布参加竞选时，他经常被
人认出像普通乘客一样出现在机场、经济舱，
并永远自己拎着行李。而特朗普在竞选开始则
是乘着自己的私人波音757飞机，据说这架飞
机配有24克纯金的安全带，金色的丝质内墙还
有一个全卫的卫生间。

在民主党内部异军突起前，桑德斯还没有
配备特勤人员保护他的安全，当时他所乘坐的
是一辆由他的竞选团队人员所开的黑色福特四
门普通轿车。在整个竞选团队购买一辆大巴作
为竞选专用车辆时，这辆旧的福特车还因为常
发生故障而被拖走。而特朗普永远乘坐他那辆

极左极右候选人背后的民意

黑色且永远擦得闪亮的SUV出行。
不同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巨大的个人背

景差异，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当前
愤怒和失望的民意大潮中脱颖而出。同时，
他们也都用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的选民证明
了，他们也讨厌美国越来越差的政治和经济
现状。

一次又一次，桑德斯向民众表示他已
经“受够了”美国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
以及美国经济多年受亿万富翁、大银行、大
公司操纵的现状。一次又一次，特朗普向选
民表示，他深知政治世界和政治游戏的肮脏
和黑暗。桑德斯和特朗普也都一次又一次成功
地向选民证明：他们和普通民众站在一起。

特朗普一直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出招，
时常用“恐吓”和“警告”的方式告诉选
民，他们应该害怕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
叙利亚难民。他所传递的消息只有一个：美
国已经渐渐失去强国的地位，因为美国缺乏
一位强势的领导人。

而桑德斯一直热衷高等教育、医疗保险
和收入平等的议题。他攻击的目标是华尔街
和大公司的高收入者，以及长期被富人操控
和影响的华盛顿政治系统。

希拉里依旧受宠
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大比分败给桑德斯，

被看作是希拉里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灾难。让
美国各界哗然的却不是这次初选中希拉里的
败选，而是在投票前几天，希拉里的私人好
友、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当地为希拉
里站台，表示支持她那时所说的，“年轻女
性不投票给希拉里就等着下地狱。”

对希拉里来说，好消息是，那些在艾奥
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同后现代女性话题有关
的指指点点都已经结束，因为她和桑德斯将
在包括南卡州等南部各州遇到同之前两个州
完全不同的女性选民群体。

“希拉里和桑德斯要赢得的是非洲裔美
国女性的支持。”南卡州民主党委员会主席
哈里森（Jamie Harrison）表示，“南卡州有
的贫困县失业率超过10%，大部分的非洲裔美
国女性选民面临的是当地学校关门、教师失
业，还有很多人失去医疗保险等关系生计的
福祉。她们不像其他富裕州的女性选民更在
意社会地位这样的问题。”

与桑德斯相比，希拉里所具有的优势
是，很多南部非洲裔女性选民都是希拉里的
铁杆粉丝，一是因为她是前第一夫人，并且
在克林顿就任总统时，他在非洲裔美国人中
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另外，作为前国务卿，
很多非洲裔美国人更是将希拉里看作是他们
能相信的人，会因为奥巴马选择了她而“爱
屋及乌”地支持奥巴马。

“我相信她。如果奥巴马总统不信任
她也不会把她任命为重要的内阁成员。”一
位南卡州的非洲裔美国女性选民说道，“她
的一举一动都像一位总统，就像奥巴马一
样。”

（作者：孙卓  摘自第一财经网）

Macro Rubio

美国大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