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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们开了一家小型的外卖中餐馆, 也对餐

馆附近的居民送餐。现在我们这一带治安越
来越不好，餐馆以前就被人持枪抢过几次，
我们完全没有反抗，虽然损失了一些钱财，
没有人受伤总算万幸。前些日子，又发生
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我们一位送餐的员
工，在送到目的地时，发现是间空屋，正想
离开，头上被人打了一闷棍，血流如注，钱
包手机都被抢走了。我们觉得必须开始保护
自己，请问在美国可以买枪吗？什么样的身
份才可以买枪？买枪的手续如何？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这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枪支无眼，

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我很同情也了解经营
餐馆同胞的处境与苦衷。我们律师同行，因
为每天接触的人很复杂，办案或见客户时携
枪自卫的律师也大有人在。

美国买枪完全合法，印第安纳尤其属
于一个买枪更自由开放的州。只要有合法身
份，成年，没有犯罪记录，没有精神问题，
都可以凭着身分证件，去枪店买枪。到了枪
店，选好枪支，然后填一份安全调查表格。  
枪店员工将表格电传到联邦调查局，进行及
时电脑背景调查。如果调查通过，接下来的
就是结账拿枪回家了。

不但在枪店买枪很方便，个人之间也可
以私下合法买卖，手续更为简单，连背景调
查的手续都免了。需要警惕的是，在合法枪
店买的枪支，无论是二手货或新枪，都应该
不会有任何背景的问题。向个人私下买枪，
这支枪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难以得知，一
不小心可能会蒙上不白之冤。所以如果读者
非买枪不可，建议最好还是去合法的枪店购
买。

枪支买来后，如果想随身携带，还得申
请持枪执照。持枪执照必须向市政府申请，
递交申请表格并缴了申请费用后，再去指定
的单位打指模。指模送到相关执法单位背景
调查，通过背景调查，持枪证会邮寄给你。  
有了合法的持枪执照，就可以携带枪支外
出。要注意的是，枪支持有执照是每个州自
己发行的。印第安纳州发行的执照，拿到外
州去很可能无效。所以如果把枪放在车里，
到外州旅行，一定要事先查明，印第安纳持
枪执照在该州有没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或
者不确定，还是把枪支留在家里吧。

遇到交通违规事件，被警察拦下来时，
警察如果问你车里有没有枪支，一定要照实
回答。听从警察的指令，慢慢地将持枪执照
给警察看，并告诉警察枪支放在车里的哪个
部位。说到这里，顺便提醒读者，在路上被
警察拦下时，无论任何原因，有理无理，千
万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自认为英语不错，
逞口舌之勇。老老实实地把双手放在方向盘
上，警察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枪支有可能成为杀人的凶器，合法持有
自卫，无可厚非。最好要经过训练，枪支放
在家里一定要严实地锁起来，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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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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时评

仲裁案给区域和平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诉作
出的仲裁，几乎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中国海
的主权诉求。如此一面倒的裁决，给南中国
海以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但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如
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克服PCA仲裁对区
域和平与安全的冲击、防止紧张局势升级，
是当今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必须应对的课
题。

仲裁带来的挑战
首先，美国以南中国海争议作为推动其

再平衡战略的“抓手”，借此获取制衡中国
的战略主动权和战略资源。而中国为了自己
的权益和发展，也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其
结果是南中国海成为中美博弈的着力点，南
中国海争议中的各声索国以至整个东盟（亚
细安）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中美角力的起伏之
中，而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更是将自己
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以求一逞。

在中美南中国海角力的大格局下，PCA
一面倒的裁决已被高度政治化，一方面“羞
辱”进而激怒了中国。在举国上下同仇敌
忾、民族情绪高涨的形势下，中国政府别无
选择，只能保持强硬。另一方面因奥巴马总
统在空前混乱的总统大选中严重“跛脚”，
加之美国国内日益尖锐的种族冲突，美国政
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政策空间也十分有限。
在此局面下，PCA一面倒的裁决，给已经紧
绷的时局扔下了一颗可以随时引爆的炸弹，
对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这个高度政治化的仲裁本身，是
值得商榷的。众所周知，菲律宾将南中国海
争议诉诸国际仲裁庭的根本原因，是南中国
海的主权领土争议。无论是九段线、岛礁属
性的确认，还是各声索国在南中国海各种行
动引发的纠纷，无一不源于主权与领土的争
议。而领土争议并不在PCA管辖权之内。正
因如此，裁决文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解释
PCA对这场菲律宾单方提诉的南中国海争议
有管辖权。一个法庭在裁决书中用如此大的
篇幅来辩解自己的裁决权，说明裁决者十分
清楚此仲裁的真正意义。

第三，更让人惊诧的是，PCA为了强
化其南中国海“有礁无岛”裁决，竟然将并
没有包括在菲律宾诉案中的太平岛也拉入其
裁决之中，认定其是“礁”不是岛。其主要
理由是太平岛长期以来的生活资源要靠外部
供应。太平岛有天然植被和充足的淡水资
源，满足了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作为一个
岛屿，需要外部的支援是非常自然的，如果
以长期需要外部支援作为否决其为“岛”的
理由，那么试问，世界上有几个类似的岛屿
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呢？依此裁决，成千上万
个岛屿的属性将被重新认定，尤其是位于东
海、南中国海的诸多岛屿。这样的裁决标准
如果普及，造成的混乱是难以预料的。

第四，裁决在逻辑上是矛盾的。PCA否
认Ｕ型线（即九段线）的理由是历史证据不
能作为证明Ｕ型线的法理基础，而在确定包
括太平岛在内的南中国海岛礁属性以及各国
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时，却大量引用历史活动
来作为判定的标准和依据。如此自相矛盾的
实用主义，有损法律的尊严与公正。

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冲击
PCA裁决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其对区域

和平与稳定造成的冲击与伤害。
南中国海Ｕ型线是历史的产物，是亚

太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投降
后，明确宣布放弃对南中国海的一切权利，
将南中国海交还给原来的主人。当时，该地
区仅有的两个主权国家，是美国在二战时期
的主要盟友中国和被美国从日本侵略者中解
放出来的菲律宾。中国恢复了对南中国海的
主权。事实上，正是当时的美国提供的军
舰，运载着中国士兵完成了1946年对南中国
海的第一次全面勘探。这次勘探除了对南中
国海所有岛礁予以命名之外，还划出了Ｕ型
线。从这个意义上说，Ｕ型线是中美战后合
作的结果。它和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样，是亚

太地区战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裁决Ｕ型
线“非法”，裁决南中国海“有礁无岛”，
不但罔顾历史事实，破坏了战后国际秩序，
更为今后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埋下了一颗
定时炸弹。

毕竟，南中国海争议不仅牵涉到中国
与菲律宾，更涉及马来西亚、文莱、越南、
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PCA仲裁最大的负
面影响，就是它企图勾销各声索国通过和平
谈判解决争议的谈判基础和秩序。一个失序
的、没有基础的谈判必然是失败的谈判。从
这个意义上说，此裁决对今后南中国海的和
平稳定危害极大。

第二，由于美国再平衡战略以南中国
海为“抓手”，使得南中国海争议涉及两个
层面的博弈：一个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与
南中国海各声索国之间的争议。毋庸置疑，
在这一层面的博弈中，国家力量对比极不平
衡，中国一枝独秀。

另一个是中美之间以南中国海为着力
点的战略博弈。历史上，美国长期对南中国
海纠纷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资料表明，在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
间，美国从台湾、菲律宾等军事基地起飞的
战机飞越南中国海的时候，都报备当时在台
湾的中华民国当局——这说明美国承认中国
对南中国海的主权。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
1971年访华和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先后
和当时的南越政权和统一后的越南发生了两
次小规模战争（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
的赤瓜礁海战），当时的美国处于遏制前苏
联的战略考虑，实际上是支持中国的。美国
在2010年“重返亚太”后高调介入南中国海
事务，目的是为了在“亚太再平衡”中争取
战略主动权，为其“再平衡”提供战略支撑
点，同时获取与中国角力的战略资源。而在
中美博弈的层面上，国家力量对比的天平是
倾向美国的。

南中国海之争在两个博弈层面上力量对
比的逆向倾斜交叉，造成了南中国海问题的
复杂性和危险性。而PCA一面倒裁决，在两
个博弈层面上都加剧了对立和紧张的局势，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冲突，导致灾难性后果。

第三，南中国海纠纷导致紧张局势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
来的迅速发展，使其发展和经营南中国海的
能力迅速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实际存在
日益壮大，2014年至2015年不到两年的时间
内，中国就在其南沙岛礁上扩建了约13平方
公里的面积，建成了三个大型机场，其工程
速度、规模和质量都令人瞠目结舌。这从客
观上引发了南中国海各声索国对中国的担忧
甚至恐惧。

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在
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迅速崛起并没有引发
任何冲突和战争。这除了中国是以“融入”
现行国际秩序的方式谋求发展之外，还在于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秉持的和平发展方
针——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需
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
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
一。但是，这次PCA一面倒的南中国海裁决
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舆论，使中国在国际社
会上承受非常负面的形象，极大地“羞辱”
了中国，这也是不争之事实。其结果一方面
激发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定了中
国捍卫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决心；另一方
面则是给了与中国有争议的声索国一个虚假
的幻象。

以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尤其是中国
国内井喷般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上中国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欺凌与侵略的痛苦
记忆，很难想象任何中国领导人会因PAC的
仲裁而在南中国海争议中让步。一个三十余
年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迅速崛起而诉诸武力解
决争端的世界级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被如此
地“羞辱”，后果是极其危险的。试问，如
果中国决定采取强硬反击，无论是加大中国
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或者是重新启动新
一轮的岛礁建设，甚至是宣布南中国海航空
识别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是否有
意愿、有能力去阻止中国的行动？是否有

意愿、有能力跟中国在南中国海“对决”？
不管结果如何，一旦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
硬措施反击，对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对包
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当事国来说，都是一个没
有赢家的局面。毕竟，包括美国、中国、日
本，也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所有亚太各国，其
根本利益，还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PCA
一面倒的裁决书对和平与稳定的危害就在
于：在一个已经布满燃油的地区，扔下了一
个引爆弹。

仲裁带来的和平机遇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并没有“匹夫受

辱，拔剑而起”的行为。除了发表声明、白
皮书，重新阐述其早已公诸于众的立场和政
策之外，中国政府没有迎合国内井喷般的民
族主义情绪而采取任何行动。这是十分理智
的。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国的克制和
理智应该也必须得到外部世界的回应，才能
够阻止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的升级。

菲律宾外交部、美国国务院、新加坡等
国发表的声明，也是低调、克制、理性的。
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对PCA的裁决采取了
欢迎的积极态度，但同时强调要通过和平谈
判管控危机、解决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
长期坚持的立场：只有和平谈判，才是解决
问题的正途。而PCA的裁决并不能解决任何
具体问题和争议。

中国应对PCA裁决之策，简要说来，
就是以软对软，以硬克硬。如果外部世界，
尤其是当事国菲律宾采取克制理性的态度，
积极同中国进行谈判，管控危机，中国应会
以同样态度回应，最终解决问题。同时，如
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采取低调理性
的措施，敦促中国、菲律宾以及其他声索国
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蛮横地要
求中国执行PCA的仲裁，那中国也一定会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认真地同相关涉事各方探
讨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否则，中国的回应
一定是十分强烈有力的。毕竟，这关系到的
不仅仅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的核心利
益，更牵涉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可以说是区域内唯一一个可以靠自
己的实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国家。这个
实力在中国尚且十分脆弱的1950年代和1960
年代，就通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表现出来
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个实力倍加强大。这
就是为什么即便是高调重返亚太，强力推动
再平衡战略的美国，也始终没有放弃与中国
对话、交流、合作的努力。这一点，在奥巴
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双边会谈、甚至是
在剑拔弩张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都表现得十分
清楚。表现十分鹰派的美国防长阿仕顿·
卡特，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会议上，强调
“再平衡”战略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是否能
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要达到这一目
的，中国的积极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卡特防
长还强调“再平衡”是一个包容的，而不是
一个排他的战略。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
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
在PCA裁决以后做出克制反应，并撤走了曾
经在南中国海游弋的两艘航空母舰：斯坦尼
克号回到了夏威夷，加入了有中国参加的环
太平洋军演。而里根号也回到其驻地东海附
近执行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在西沙举行的大规模
军事演习也明确强调是在计划中的例行军事
演习，而非针对南中国海争议。两个大国如
此低调与理性，正是希望所在。从这个意义
上说，PCA南中国海仲裁对地区的和平稳定
带来的冲击和（潜在的）危害，是可以管控
的，也是可以克服的。而管控和克服的根本
出发点就是不要实施常设仲裁法院的南中国
海裁决。当然，要实施也不可能。

毕竟，PCA历史上的16次裁决，执行
记录为零，希望这个零的记录不要被打破。
唯有如此，才能将此次PCA的一面倒裁决带
来的挑战，转换为一次争取和平的机遇，促
使南中国海各相关国家坐下来，通过和平谈
判——而不是什么“法律”裁决——来管控
并最终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议。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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