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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去年我们夫妇俩花了不少钱，想把儿子

送到美国念书，学校是委托国内的中介公司
申请的。我们对美国大学的情况不了解，中
介人就负责替我们选了一所学校。我们缴费
以后只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资料，过了几个
月，中介人告诉我们拿到入学许可了，是美
国中部的一所小学校。我们很高兴，开始准
备去大使馆办理签证。我们家境还可以，经
济担保没有问题，儿子的学生签证也顺利通
过。  

儿子去了美国，注册进入学校开始念
书。由于英语太差，被送到了学前英语补习
班，要求他念一年英语才可以进入大学本科
就读，不但延误一年，而且学费很贵。我们
虽然不太乐意，可是儿子英语的确差，就同
意了。

儿子在英语班练得还可以，一年过后转
入大学本科。可能是大学本科的课业要求比
较严格，才念了一个学期，成绩没有达到最
低标准，被学校退学了。退学之后，儿子没
敢告诉我们，还是住在租来的公寓里。今
年我们来美国探亲，才发现了这个事实。去
学校问过之后，发现他的学生签证已经被撤
销，他在美国属于非法居留。请问有什么办
法能够恢复他的学生签证？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这种情形经常发生。许多中国留学生，

不适应美国大学的严格学业要求，成绩过不
了关，被学校退学。同学在被学校退学后，
如果还想保留延续自己的学生签证，必须尽
快转入其他学校就读。其他大学或者学业要
求比较宽松的社区学院都可以。可是做这些
事情都有一个期限，过期了还没有采取任何
补救的行动，学生身份就丧失了，在美国成
为非法居留人员。

成为非法居留身份后，还是有补救的办
法，就是向移民局提交恢复学生身份的申请
文件。当然，想恢复学生身份，不是填一个
表格就可以解决的。首先必须要有学校愿意
收留你，然后再向移民局解释，为什么没有
在期限内设法保留自己的学生身份。用忘记
了或者对法律不了解的理由，移民局不会接
受。读者如果处于类似的情况，最好尽快咨
询自己的律师或顾问，提出充分的理由，请
求移民局重新恢复自己的学生身份。恢复学
生身份的申请一旦被拒绝，移民局就会要求
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离开美国。 

有些人说，失去学生身份，大不了就
回国吧。可是要记住，在美国非法居留超过
了一定的时间，最严重的处罚可能会让你十
年无法再回美国。对于以后还想来美国的同
学，最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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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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在即 华人倒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6月7日，美国总统大选初选的最后一
站在加州打响。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
顿 （Hillary Clinton） 几乎都锁定了各自的党
内提名，但民主党另一位候选人伯尼·桑德
斯（Bernie Sanders ）仍然为了理论出线的可
能而日夜奋战。

在加州，拥有投票权的华人超过百万，
但各自的阵营却不尽相同。华人倒向民主党
或共和党的理由究竟有哪些呢？记者采访了
三位热心政治的华人代表，他们有着不一样
的背景，支持着不同的党派，并以不同的方
式参与着政治。

支持特朗普的孙先生
孙先生于2015年10月创办了“硅谷华人

支持特朗普”的微信群，组织湾区的华人给
特朗普捐款，参加特朗普的活动。在特朗普
的圣何塞集会上，孙先生被邀请到VIP席，
并拿到了特朗普的亲笔签名。

别看孙先生是“铁杆川粉”，在之前
的大选中，他投过票给克林顿，也投过奥巴
马。“民主党近几年实在是让人失望，特别
是在教育议题上。”孙先生说。

1996年，加州政府通过了“209宪法修
正案”，禁止州政府机构在公共教育等领域
考虑种族、性别等因素。在这条法案的保护
下，占加州人口仅14%的亚裔凭借着勤奋努
力，在本州公立大学的录取率占到了40%。

但在2012年底，西裔参议员赫南德兹
（Ed Hernandez）提出了著名的“第五号宪
法修正案（SCA5）”，提倡公立大学考虑
种族比例的平衡，多给西裔录取的名额。 这
让中产阶级的华人立刻紧张起来，华人运动
的组织也大量浮现。孙先生说，他就是在反
SCA5的浪潮中认识了许多对民主党失望、转
向共和党的朋友，而这些人，也是现在支持
特朗普的主力军。

中产阶级的华人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
们许多人却不支持民主党大幅降低学费，甚
至让公立大学免费的政策。孙先生说，他相
信好的教育值得高价，教育资源是一种稀缺
商品，降低大学的门槛等于是降低了高等教
育的质量。大学免费的第一年，各个族裔都
很开心，但到了第二年，好的教授都转去私
立大学任教了，到了第三年，校区大幅度扩
建了，到了第四年，大学毕业生太多，知名公
司不认了，优秀的华人学生因而受到了伤害。

今年5月，“亚太裔美国人投票动员组
织（APIA Vote）”调查了各族裔对联邦资助
大学免费的看法，其中华人只有41%支持，
反对的却有45%，远远偏离了平均数的62%支
持、26%反对。看来在教育问题上，一直偏
向少数族裔的民主党这次难以囊获中产阶级
华人的好感。

孙先生告诉我们，不仅是在教育议题

上，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也损害了不少华人的利
益。比如，旧金山的房客众多，出租房供不应
求，但出租1979年以前的老房子将会受到“房
租管制法”（rent control）的限制，房主不能按
照市场的供求关系而提价。

从19世纪末的淘金热开始，许多华人很早
就迁入西海岸，他们正是城市中老房子的拥有
者，这些华人退休后生活并不富裕，靠着租金
为生，受此项政策打击不小。

孙先生说，“房租管制法”还限制了房
主与房客自由终止租赁关系的权利。许多地痞
流氓原本就爱不付房租，呆在华人的房子里不
走，现在忍气吞声的华人房主拿他们更没有办
法了。

一方面，“房租管制法”伤害了老华人
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却帮助了无法买房安家
的新华人移民，加州的百万华人在经济状况，
教育程度，移民时间的差距都十分巨大，所谓的
“谁能代表华人利益”或者最初就是一个悖论。

支持桑德斯的蒂米
蒂米（Timmy）是生长在美国的二代华裔

移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他深深地感受到了
华人政治生活的匮乏。目前，他一边做着鼓励
华人投票的公益活动，一边领导着华人支持桑
德斯的组织。

蒂米和他的助手告诉我们，媒体喜欢报
道中产阶级华人实现“美国梦”的故事，然而
大多数华人的生活远没有那么光鲜亮丽，华人
的房子多位于公路边，化工厂旁，受环境污染
十分严重。许多华人是餐厅服务员，酒店清洁
工，货车司机，他们在小公司工作，公司不会
给他们买医保，他们自己买的医保往往也十分
恶劣。在奥巴马的医改下，许多华人第一次拥
有了较为完善的医疗保险，蒂米相信，桑德斯
承诺的全民医保会为底层的华人带来更多的福
音。

一群华人学生正在接受培训，他们即将致
电华人选民，鼓励华人投票。1

一群华人学生正在接受培训，他们即将致
电华人选民，鼓励华人投票。

蒂米说， 民主党所关注的最低工资，医疗
保险，妇女权利等议题与大部分的华人息息相
关， 华人倒向民主党的传统应该被保留下去。

　　

支持希拉里的薇琪
在希拉里的竞选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忙

碌了一天的薇琪（Vick i）。薇琪是二代移
民，她在90年代帮参议员艾伦·克兰顿（Alan 
Cranton）工作，现在自己经营一家公关类公
司，同时为政治组织提供策略咨询。

薇琪说，民主党宽松的移民政策也照顾了
华人最切身的利益。从参议员到国务卿，希拉里
在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提升移民的生活水平。

2003年-2007年，希拉里合作起草了著名
的“美国梦想法案”，让移民的小孩也能享受

6月3日，特朗普在家中会见华裔助选团。（来源：星岛环球）

到高质量的教育。2007年，她参与制定
了“全面移民改革”，呼吁给一千万无身
份的移民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道路。2016
年，希拉里又表态要解决子女移民后留在
归属国老人的绿卡问题，一想到能与父母
团聚，许多年轻的华人移民连声叫好。

薇琪还表示，华人要想在政治中取得
话语权，华人议员的崛起必不可少。相比
于共和党，民主党内的少数族裔更多。赵
美心（Judy Chu）是美国众议院中的第一
位华裔女性，她的成功离不开民主党对少
数族裔参政的包容。

美国第一位重大城市华裔女市长关丽
珍，薇琪故乡新泽西州西温莎市的现任市
长薛信夫（Shing-Fu Hseuh）都是民主党
人。对此，支持共和党的孙先生却说，美
国内阁中首位亚裔女性赵小兰就是由共和
党总统任命，近年来，共和党失去了拉美
裔的青睐，不得不向亚裔靠拢，确保在少
数族裔中的地位，而相比亚裔，民主党和
非裔和拉丁美裔更亲密，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未来驴象两党与亚裔的关系
究竟哪个更近，谁也说不准。

华人参政的影响
目前，享有投票权的华人不到美国总

人口的2%，华人参政议政真的有实质性
作用吗？对于这个问题，三位受访者给出
了统一的正面回答。

孙先生举例说，在加州，一项法案的
通过需要参众议院的绝对多数（2/3），
为了不让支持SCA5的民主党拿到众议院
的绝对多数，硅谷华人协会（SVCA）组
织华人积极捐款，走上大街，为共和党女
议员凯瑟琳·贝克（Catharine Baker）助
选，成功出线的凯瑟琳·贝克从此与华人
相交甚好，并一直在议院为华人发声。

蒂米和薇琪用亲身经历证明了华人
逐渐提高的政治影响力。蒂米作为亚太裔
政治活动组织的领导人，成功邀请到了桑
德斯与亚太裔的选民举行单独会谈。会谈
中，所有的提问都来自亚太裔的政治活动
家。薇琪则是在比尔·克林顿为妻助选的
集会上被邀请为发言嘉宾，和前总统同台
演讲，发出华裔的声音。

随着华人的利益越来越多元化，华人
内部的政治分歧与冲突成时有发生。然而
分歧与冲突未必是坏事，华人目前最应该
关注的，不是政治立场是否统一，而是每
一种立场背后，有没有一个敢于发声，积
极行动的群体。孙先生，蒂米，薇琪，这
三位华人的政治理念虽然不同，但他们拒
绝沉默、勇于行动的表现，在华人群体中
应当得得同等的尊敬。

（作者：金小力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

许多亚裔的志愿者积极为希拉里助选。（来源：澎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