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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两年前与一位美国公民结婚，他将

我申请来美国，一进来时拿的是两年临时绿
卡。一眨眼一年九个月过去了，需要开始申
请我的十年绿卡。我和先生商量后，觉得既
然我们的婚姻是绝对真实的，申请我的十年
绿卡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必花钱请律
师。尤其我先生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英
语溜得不在话下，认定移民申请不过是填填
表格，小菜一碟，他抽空上网下载了一些表
格，草草填好后就寄了出去。几个月后，我
们收到了一份移民局寄来的补材料通知书，
告知我们递交的文件不足，需要更完备的证
据。我先生勃然大怒，对移民局居然怀疑我
们神圣婚姻的真实性大大不满，但是也没有
办法，只好不经意的再搜集了一些他自认有
关、而且足够的证明材料，按时交了上去。

又过了几个月，万万没有想到，移民局
断然拒绝了我十年绿卡的申请。这对我们来
说无异晴天霹雳，把我们平静的生活彻底打
乱了。我们立即咨询了移民律师，律师告诉
我们：临时绿卡改为永久绿卡的申请被拒绝
后，没有上诉的途径，移民局会将档案转到
移民法庭，启动将我驱逐出境的程序。 请问
我们应该怎么办？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少婚姻

临时绿卡的持有人，觉得自己千辛万苦好不
容易拿到了临时绿卡，两年后将临时绿卡转
换成十年绿卡，不过是走走程序罢了，只要
自己婚姻真实，不会有问题。这种想法是非
常错误的。移民局在审核临时绿卡转十年永
久绿卡时，它的标准不会降低，有时候反而
比当初更严格。许多人和这位读者一样，对
此掉以轻心，一不小心申请被拒绝，为自己
与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被遣送回中
国，好好一个家庭就被拆散了。 

所以在申请将两年临时绿卡改为十年永
久绿卡时，请务必小心谨慎，千万不要不把
它当一回事，以为不过是填个表格罢了。一
定要认真搜集整理有关能够证明自己婚姻真
实性的各种证据。许多夫妻婚姻真实完全没
有问题，在两年临时绿卡的期间自然而然的
疏忽了，没有将能够证明婚姻真实性的文件
保留下来。另外许多证据需要长期累积才有
说服力，等到申请前夕再来临时抱佛脚是来
不及的。譬如说夫妻银行共同账户，是很有
力的证据。可是有些夫妻在申请前几天，才
突然想到去银行开一个共同账户，这样不可
能给审核的移民局官员一个好印象的。 

至于哪些证据有说服力，哪些证据没有
多大作用，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读者最好
与自己的律师咨询讨论后再做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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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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志强事件看中国政治的困境

在 三 连 胜 之 后 ， “ 阿 尔 法 围 棋 ”
（AlphaGo）软件终于在昨天的第四局比赛
中，被拥有18项国际赛桂冠的韩国棋手李世
石打败。“阿尔法围棋”创始人德米什·哈
萨比斯说，“阿尔法围棋”在第79手犯错，
直到第87手才意识到问题。这是“阿尔法围
棋”去年10月五连胜欧洲冠军樊麾后的第一
场败局——人机对决的积分榜是1比8。在昨
天之前，“阿尔法围棋”非但证明具备自我
纠正能力的人工智慧，可以在变化“比宇宙
中的原子数量还多”的围棋中，打败代表人
类顶尖实力的棋手，更因为此前始终没有犯
错，而引发了诸多联想。

当“阿尔法围棋”在3月9日的第一场比
赛中获胜后，大感意外的围棋界多以李世石
轻敌来自我安慰，并自信在后续的比赛将胜
出。李世石在第二局不再采取试验性策略，
改用稳扎稳打的手法，期待利用对手的错误
取胜，但是“阿尔法围棋”却始终没有露出
破绽，最后还险胜李世石。诸多围棋手在第
三局前集思广益，制定了抢攻并用“劫争”
法逼迫“阿尔法围棋”被动防守的战略。但
是在第三局中盘后，“阿尔法围棋”非但稳
住阵脚，还反守为攻，甚至表现出料敌先机
的能力，终在第176手胜出。

国际围棋界多以“惊骇”“生畏”形容
第三局的比赛结果。与IBM研制的电脑“深
蓝”在1997年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相比，

一 盘 还 没 有 下 完 的 棋
被谷歌收购为子公司的“深度思
维”所研发的“阿尔法围棋”软
件，依靠的并非“深蓝”那种庞
大直接的运算能力，而是类似人
类思考模式的自我学习与评估能
力，以子之矛克子之盾。专家原
本估计，人工智慧超越人类的
这种能力，应当在10年内还不会
发生。李世石的三连败完全颠覆
了这个假设。这个结果最直接的
意涵是人工智慧的学习和进化速
度，已经远超人类的想象。

这对于人类的未来究竟是祸
是福，知识界莫衷一是。剑桥大
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
金在2014年就发出警告，人类的
进化速度远不如人工智慧，他担
心军事科技如果过度依赖人工智慧，可能
导致人类的灭亡。霍金在去年连同科技发
明及企业家伊隆·马斯克、苹果电脑共同
创办人史蒂夫·沃兹尼克等数百名顶尖精
英发表联署公开信，表示人工智慧对人类
生存的威胁更甚于核子武器。微软创办人
盖茨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高科技军事装
备的普及，如美军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无人
机远程杀敌，多少印证了这种忧虑。

另一派则没有那么悲观。曾任谷歌大
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说，基于深度学习的
人工智慧，未来将创造更多价值，包括更
准确地计算投资回报率、个性化的精准医
疗、搜索引擎更贴近的推荐结果等等。“阿
尔法围棋”软件之父哈撒比斯也认为，人工
智慧将对公共医疗、智能手机和机器人等
有所贡献。哈撒比斯正同英国政府合作，
利用人工智慧提高英国全国医疗服务体系

的效率。人工智慧也会让手机软件更个性
化，成为使用者的贴心助手。他预计市场会
在四五年内看到这类产品。

如同工业革命时出现的机器导致大量失
业的问题，自动化加上演进快速的人工智
慧，未来也会造成众多中产阶级所从事的白
领职位消失。这个经济和社会冲击势必激化
为政治问题，甚至动摇民主体制的基石。同
样的，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巨大财富，也一度
令一些思想家以为，不愁基本温饱的乌托邦
即将到来。但事实证明，新增的大量财富并
不能解决分配不均的老问题，而后者仍然是
世界冲突和矛盾的根源。人工智慧一样是创
造新财富的强大工具，可是如何公平分配，
依赖的恐怕还得是人类的传统智慧。 

 
（文章摘自：联合早报网，图片摘自齐鲁晚

报网）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任志强事件，也就
是任志强公开批评习近平“媒体姓党”等言
论并招致围剿的事件凸显了习近平的治党困
境，更突显了中国政治的困境。有人认为，
任志强公开批评习近平背后有很大的政治背
景，我不倾向于相信这个判断，但毫无疑
问，任志强事件会产生对习非常不利的政治
后果。

对任志强的围剿表明，习近平将使用
一切手段来压制任何人、包括红二代在内的
所有公开挑战他权威的言论。这不仅反映了
他霸道的领导风格，也反映了他对形势的判
断很严峻。习近平显然认为，听任对自己的
公开批评，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而我认为，
习近平的这个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也就是
说，他如果听任对自己的公开批评，是一种
政治示弱，会鼓励反对他的势力采取更加大
胆的行动，导致局面完全失控。问题是，习
近平全面压制对他的公开批评不但帮不了他
的忙，而且会把局面搞的更糟，这就是习近
平的困境。

有朋友告诉我，上台前和上台初，习近
平曾希望造成这样一种外紧内松的格局，也
就是说，在中共内部，尤其是在高层，放开
言论的尺度，同时加强对公共空间的言论控
制。现在看来，习近平的这个如意算盘是完
全落空了。作为红二代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任志强完全有内部渠道表达自己对习近平的
不同意见，而他选择了公开批评，说明这个
渠道并不存在。

有意思的是，《环球时报》的核心人物

胡锡进，不久前也发声支持开放言路，让许
多人大吃一惊。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从
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共内部的言禁，达到
了连胡锡进这类忠实的奴才也感到忧虑的程
度。

如何理解习近平的这种困境？我相信很
多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第一位的原因还
是来自习近平本人。他不仅没有能力理解别
人，更没有能力说服别人，只好靠权力来压
服别人。他敢公开说出“媒体姓党”这样的
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我相信，毛泽东绝不
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尽管他并不相信言论自
由，尽管他也要媒体无条件服从自己的政治
意志。说“媒体姓党”这样的蠢话，无论对
习自己，还是对所有与习绑在一个战车上的
人，都没有任何好处，但习还是公开说出来
了。

当然，如果习说出这样的蠢话，马上
就会导致自己下台，他也不会蠢到公开说出
来的程度。因此，他敢说出来，说明他的判
断是，我就这样说了，你们又能把我怎样？
我认为，任志强正是对习近平的这种完全不
负责任的态度看不下去了，才发出了不满
之声。任志强代表了红二代中的这样一种态
度，这党、这国家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怎
么就敢这样胡说？

问题是，这个国家究竟是谁的？谁又真
正能对这个国家负起责任来？这才是任志强
事件背后最令人沮丧的问题。

我之所以不相信任志强背后有很大的政
治势力在搞习的名堂，不是因为我认为没有

人想取而代之，而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没
有正当竞争机制的中共和中国政治，已经
败坏到了这样的程度，尽管习近平已经暴
露出来种种致命的弱点，说明他不仅不是
一个好皇帝，而且很可能成为一个祸国殃
民的坏皇帝，但此时此刻，谁也拿他没办
法。因为那些认为自己有可能取而代之的
人都清楚地看到，绝不能像任志强这么”
傻”，想去阻止习近平成为一个坏皇帝，
而是要等待他搞到天怒人怨，搞到不可收
拾。而中国现在的局面显然还没有到这一
步。正因如此，我相信今天起劲围剿任志
强的那些人中，其实并不乏”唯恐天下不
乱者”。也正是由于中国这样的聪明人太
多，像任志强那样的”傻子”太少，中国
政治才难以走出治乱循环的困境。

（作者：梁京  来源：自由亚洲电视台粤
语部）

新闻：3月15日，谷歌阿尔法围棋与李
世石的人机大战五番棋第5局在韩国四季酒
店战罢，李世石执黑中盘落败，双方比分
最终定格为阿尔法4比1取胜。李世石虽然
总比分失利，但最后两局的出色发挥还是
为人类棋手赢回了尊严。

任志强抨击“党媒姓党”遭到中宣部围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