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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前年从

学校毕业后，申请了毕业生工作实习，
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 去年实习期满，
工作单位聘请律师向移民局替我申请
H-1b工作签证。我不幸没有中签，立
即面临了合法居留美国的难题。

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开始申请学
校，希望拿到新的入学许可，继续以学
生的身份合法留在美国。寻找学校申请
时，有人向我推荐了一家位于美国东岸
的某大学。据说该大学申请容易，学费
适中，我就通过了中间人开始申请。没
多久果然顺利拿到了入学许可，以新的
入学许可，又顺利延长了我的学生签
证。奇怪的是，这个学校只要我交学
费，却不需要我去上课。我当然也觉得
不对劲，可又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些天我收到一个电话，是一位移
民局官员打来的。他告诉我说移民局现
在正在调查我申请不真实的学生签证，
以违法留在美国的行为。我非常害怕，
我申请学校都是经过中间人，并不知道
这间大学有任何问题。请问我该怎么
办？我会被起诉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读者申请入学的所谓美国东岸某

大学，可能是最近新闻报道的一间由移
民局设立的山寨大学。该大学的目的是
暗中调查有些中介介绍学生到一些只要
交学费，不必上课，并可以获得合法学
生签证的虚假招生行为。这家大学成立
后，据说经由中介，招收了1000多名不
必上课考试的假学生，并且顺利帮助了
这些学生合法地拿到学生签证。学生中
大多来自中国与印度。

移民局根据搜集到的证据，随后开
始收网。司法部起诉了21名掮客，控告
他们签证诈欺罪等等。另外1000多名的
学生，也都面临了接受调查、还可能被
起诉甚至驱逐出境的命运。

从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一毕业
后都面临着合法继续留在美国的难题。  
以往H-1b签证容易申请，多数的留学
生只要想留在美国，都可以想办法申请
到H-1b签证。目前美国经济复苏，H-
1b签证名额供不应求，不容易申请。  
想申请正规的学校保留学生签证，继续
留在美国，又有种种的难题。因为有这
样的需求，一些违法的学校经由掮客，
开始提供只需交费、而不需去学校报到
上课的服务。同学们想留在美国，一定
要遵循合法的途径。只需交费而不要去
上课的学校，必定是违法的。受过高等
教育的留学生在事发后，想用自己只是不
知情的受害者来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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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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彼得事件后的亚裔与非洲裔关系

共有175个国家于4月22日在纽约的联合
国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创下了单日最
多国家签署国际协定的新纪录。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形容“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他指
出，签署《巴黎协定》是同未来签署的一个
契约，这一契约“必须要产生比承诺更多
的结果”。代表美国签约的国务卿克里在签
字时，特地抱着他两岁的外孙女见证，形象
地凸显了“对未来承诺”的这一意义。世界
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和中国也承
诺，将于年底前正式核准《巴黎协定》，让
其早日生效。

据美国太空总署以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的数据，2015年确定超越2014年，成为
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地表及海平面
平均气温比20世纪平均温度升高了0.9摄氏
度，不但比2014年的记录高了0.16摄氏度，
更破了地球年比气温升温值。特别让人忧心
的是，自1880年开始有记录以来，全球16个
最热的年份，有15个是在2001年之后。换句
话说，本世纪至今的几乎每一年，都属于历
史性的最热年份。

尽管一些大财团不断炮制另类理论来混
淆大众视听，科学界大致的共识是，人类活
动是造成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为了保护既
得利益，那些依靠现有经济体系牟取暴利的
个人及团体，一直试图说服世界舆论，当
前的极端天候，是地球气候系统的自然循环
的结果。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气

留 一 片 净 土 给 后 人
候的暖化已经接近临界点，一旦跨越，包括人
类在内的生态系统恐怕将万劫不复。忏悔的方
式，唯有改变当前唯利是图的短视做法，希望
还来得及为子孙后代保留宜居的环境。

中美两大国承诺尽快落实对温室气体排放
的管控，虽然不无意义，但如果不检讨导致全
球暖化深层的原因，或许将无法真正对症下
药，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人类活动导致的
全球暖化，指的主要是不断追求更高利润的当
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以及其孪生的盲目消费
主义。不检讨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基
因，就很难根治全球暖化背后的驱动力。

逐利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本能，人类历史上
尽管也不断因利益的驱动而发展，可是总有其
他的力量作为制衡。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这个“道”可以是“天人合一”的人文
情怀，也可以是敬畏上苍，害怕天谴的宗教精
神。随着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
列重大社会变革的结果，以及殖民主义的世界
性扩张，越来越多的社会文明已经被这种基于
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所征服。用马克思的术语
说，这是人类的“异化”——经济本来是为人
服务的，最终却成为奴役人的主子。

伴随资本主义至上的则是盲目的消费主
义，这在发达经济体尤其肆虐。要推高业绩和
利润，企业用尽各种手段，说服人们购物消
费，甚至不惜制造虚假的需求，鼓励消费者贷
款花未来钱。长期的潜移默化，造成越来越多
人不再珍惜资源，反而为了追逐最新的产品而

喜新厌旧，进而养成浪费的习惯。当更多的经
济体迈入发达社会后，舍弃了过去的节俭转而
成暴发户式的过度消费与浪费，地球的负担自
然会加重，环境破坏的速度也必然加剧。

因此，人们首先必须反省个人的生活习
惯，不能因为觉得负担得起，而反复地更换还
能使用的手机、家电、汽车，平日应当多注意
节约用电和用水等等。更关键的是，目前这种
利润私有化，成本社会化（环境污染、贫富悬
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眼
下的美国总统初选，竞逐代表民主党、主张检
讨体制、支持环境保护的桑德斯，在年轻人群
体得到大比率的拥护，并非偶然现象。只有在
越来越多社会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下一代才
有机会继承宜居的地球。

（文章摘自《联合早报》，图片摘自网络）

就华裔与非裔社区的相互了解而言，纽约
华警梁彼得事件后，两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应
是起于“无知”，而非“误解”。

根据人口统计，2000至2010年纽约市华
裔增长37％，目前约有60万人，是亚洲之外
最大的华人群体。若考虑白人迁出、非裔持
平，及西语裔成长明显减缓等趋势，快速增
加的华裔人口将属纽约市最重要的发展动力
之一。

纽约市华裔一大特色是75％在美国境外出
生，因新移民偏好集居，传统华府、布碌仑
日落公园、皇后区法拉盛之外，在越来越多
区域，华裔都属于最大移民族群。布碌仑的班
森贺，拥有最多中国出生者，约3万1千多人。

许多移民挣扎求生存，加上语言障碍，
多与同族裔交流，对于美国社会了解有限，
对非洲裔为人权奋斗的历史所知不多，也不
清楚奴役、种族压迫对非裔造成的伤痕有多
深。最明显的是，当他们想“主流化”的同
时，也吸收了许多白人对非裔的偏见。

这很讽刺，以老移民而言，我这一代的
亚裔了解非裔抗争的历史价值，各种肤色的
少数族裔也因此能享受法律上的平等。我还
记得，当我还是个年轻活动份子时，自认属
于受压迫的“第三世界族群”。以美国的定
义，就是非洲裔、西语裔（纽约主为波多黎
各裔）及亚裔。

我们并非没有冲突，但属于“水平式”，
一种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非裔与华裔相遇
的起点，是19世纪中期，多数在加州及纽约
市，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曾被禁止
成为公民，或像非裔直到南北战争后才有投
票权，不准在法庭上指证白人嫌犯，禁止读
公立学校或跨族裔通婚等。

然而，两个族裔曾在低技能的廉价劳工
市场彼此竞争，如洗衣工、火车行李员、铁

路工人，及许多低层次的采矿
工等。1860年晚期，南北战争
之后，华人被征召至白人拥有
的南方农场，顶替被解放的非
裔。

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未
离开者遭到迫害、屠杀、处以
私刑，只能四处流浪，最后被
迫住在族裔隔离的犹太区，工
作机会极有限，只有餐馆、洗
衣、家仆等选择。1965年移民
法案签署后，许多华人回到美
国，重头体验一个新移民的日
子。他们遭受种族歧视，但没
有非裔生为美国有色族裔受压
迫的历史经验。

目前华裔人口背景多元，我
想专注于打工族群。他们通常在自己的族群中
居住、工作，对多数美国人而言，像是被边缘
化，几乎隐形的一群人。虽然没有冲突，但他
们与非裔的互动十分有限。不论在学校、或于
非裔社区开店，华裔常抱怨自己是暴力犯罪的
受害者，非裔则认为华裔挤压了他们升学、求
职、经商的空间，但两者很少有机会就此公开
对话。

然而，这种情况正快速改变。当他们逐渐融
入社会，尤其是其子女在寻找工作时，通常会
偏好政府机构、医疗保健等行业，直接与较早
进入相关领域的非裔竞争。华裔常自认遭非裔
利用资深的优势排挤、阻挡升迁。两个族群也
因为申请平价住宅而产生矛盾。当大量华裔涌
入传统非裔社区，常被视为社区“贵族化”的
始作俑者。

华裔移民日增，与非裔的接触机会也将随之
增加，但双方仍无体制化的对话与协调管道，
能用来解决或预测可能的冲突。双方的领袖总

想“政治正确”，不愿责备自己同胞，也不想
背负“仇视移民”之名。该是时候放下“政治
正确”了，在矛盾升级前，正视一些重要议
题，彼此沟通、互相了解。

两族裔可合力检讨梁彼得事件的角度很多，
比如要求纽约陪审团系统更一致、透明、公
平，尤其是涉及警察杀死平民的案件。我们应
了解警察单位需为此事负责，特别是警校招
生、训练、分派危险巡逻任务给新手时。也必
须要求改善政府楼安全设施。

总之，我们应认清在高度族裔化的美国，有
时不得不透过族裔眼镜看事情，但同时也应以
沟通降低矛盾。方法之一是在教育系统加强提
供少数族裔研究课程，并成为所有美国人的必
修课。

                           （摘自《世界周刊》）

在梁彼得案中，华人媒体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
在了华裔社区力挺梁彼得上，但事实上非洲裔社区要
求力惩梁彼得呼声也颇让人胆战心惊。（摘自网络）

作者：邝治中（纽约市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