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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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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们在国内开了一家公司，专门生产灯

具出口美国。由于交流的便利，在美国的合
作进口商大多是美籍华人。我们和美国某州
的一家华人进出口贸易公司合作了好几年，
做成了几笔互利生意，双方已经成了朋友关
系。数年前，我们出口了一笔很大的货物给
这位华侨贸易商，可是迟迟没有在约定期限
内收到货款。我们用各种方式催讨过，对方
刚开始很合作，偶尔会付一小笔钱给我们，
从来没有赖账不承认的表示。直到事发的四
年后，对方突然音信全无，对我们的联系不
理不睬。恰好我的儿子在美国念书，就请他
去联系，也是没有回音。我儿子后来告诉
我，他在网上做了调查，发现此华人所在地
的州，有合同纠纷的时效法令规定。合同追
诉的期限是四年，过了四年，就算我们签订
了完备合法的合同，也不能在当地法院向对
方提出追债诉讼。原来对方早就有备而来，
用安抚拖延的手段，等到四年的时效期满，
才开始对我们不予理会了。

请问美国的确有追讨债务的时限规定
吗？时限一过他拖欠我们的货款就可以一笔
勾销吗？请问我们还有其他的途径索回我们
的欠款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几年前曾经有读者提问过诉讼时效问

题，不过那位读者是被打伤了，要求医药费
的赔偿。今天这位读者的提问，也经常发
生。国内商人做生意比较注重培养双方的关
系，忽略了利用法律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
难怪，国内的商人甚至于律师，对美国的法
律都不太了解，与国外做生意一不小心容易
吃亏上当。

美国有所谓的诉讼时效立法。可是这是
一种州法律，所以每个州的诉讼时效法律都
不尽相同，时效规定的年限各有千秋。以印
第安纳州为例，对于书面合同纠纷的诉讼时
效是六到十年，视合同种类不同而定。需要
注意的是，诉讼有效期限，可能会因为当事
双方的种种行为而改变，甚至于从新开始。  
譬如说，双方在债务纠纷开始后，继续协商
解决的方法，债务人承认债务的存在，甚至
于不时会偿付部分的债务等等。这些行为，
都会延后诉讼时效的开始计算时间。以读者
的例子，如果你们在这四年当中，一直为了
债务的纠纷而有联系，严格来说，债务时效
的年限何时开始计算，还是大有争议的。  

如果读者债务的数目够大，值得费钱费
时去争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咨询美
国债务人所在的本地律师。当地律师会在研
判整个纠纷的前因后果后，替你做出一个判
断，看看追诉时效是否真得到期了，或者因
为种种理由，读者还有机会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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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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的变数
随着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各

自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正式敲定，
一边是“毒舌”希拉里，一边
是“大嘴”特朗普，两人的尖峰
对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美国民调显示，希拉里和
特朗普的支持率相互之间咬得很
紧，交替领先，但不到选举最后
一刻，一切猜测都是一种变数。

希拉里的坚韧性
从中国角度来说，也许在

期待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上
台。

不过，平心而论，中国人不
太喜欢希拉里这个老女人。虽说
她风韵犹存，音色也非常美，她
的抑扬顿挫的美式英语完全可以
用作标准口语教材，演讲的鼓动
性也很强，总能撩拨起听众的激
情，但是她太过强势，很张扬，
又信口开河，她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弄出点是非来，是一个让人
讨厌的女人。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希拉里2010年6
月访问拉美四国之时，就曾用西班牙语唱了
一曲讽刺希拉里的小调：“我不被希拉里·
克林顿所爱……而我也不会爱她。”

在美国历届国务卿中，有一男一女对中
国最不友好，男的是杜勒斯，女的则是希拉
里。杜勒斯对共产主义和冷战持强硬态度，
是反华大合唱的“男高音领唱”。希拉里时
不时地向中国发难，尤其是在美国战略东移
时，希拉里出了许多馊点子坏主意，以至两
面三刀。在南中国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希拉
里直言不讳地偏袒菲律宾和日本。她还总是
拿人权说事，向中国投“石块”。

但是，希拉里性格中的坚韧性还是令人
敬佩的。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当年，
作为国务卿，希拉里大肚能容常人所不能容
忍的尴尬事。2010年6月9日，正在秘鲁出席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的希拉里被“放鸽子”，
遭遇了极端尴尬的场面。她原本要和秘鲁总
统阿兰·加西亚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后者
居然提前离场，把她一个人当众撇下。但
是，希拉里受羞辱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一个
人继续把新闻发布会的流程继续到底。

正是如此坚毅的心态，让希拉里处变不
惊，保持豁达大度的忍耐心境。希拉里得知
查韦斯哼小曲揶揄她，也只是淡然一笑。因
为，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已不知饱受多少讥讽
和嘲弄。

就连自己的丈夫出轨，希拉里也同样能
包容，巧妙地化解危机。当年，身为总统的
克林顿惹下了一桩桩风流韵事，包括那件轰
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蓝裙子事件”。

而希拉里在这件事情上，居然不是人
们意料中的美国女性的处理方法，她没有拂
袖而去，选择和克林顿离婚，而是和丈夫一
起勇敢地发表了一份声明，这种做法和中国
的女性有异曲同工之处。丈夫出轨，一般都
能得到妻子的原谅，然后一起对付小三。也
许，在这一点上，希拉里也不能免俗，她必
须要挽回第一夫人的尊严，来维持她的家
庭。

特朗普唯一的优势：新鲜感
按照美国驴象两党轮流坐庄的惯例，下

届美国总统似乎应当是共和党粉墨登场了。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白宫按照“民主－
共和－民主”的周期换了三位主子，他们都
毫不逊色地赢得连任，干满两个任期，掐指
一算，这回也该轮到共和党上位了。

可是，就美国当下的总统选情来说，
共和党方面的特朗普是一位放浪形骸的地产
大亨，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但他口无遮拦，
什么话都敢说，不但抹黑美国现状，还四处
攻击别的国家，70岁的老人好像“愤青”一
般，不讨人喜。最近他甚至放言，如他当选
总统，美国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
还要将奥巴马的政绩遗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TPP）搁置一旁，经济上实行“关门
主义”。这样的言论不但不靠谱，还让美国
民众陷入思想混乱。

特朗普唯一占优势的是美国选民的新鲜
感，民主党已经连任两届总统了，选民们有
点“审美疲劳”了，想换换口味。但像特朗
普这样的人，像大炮一样乱轰，日后政策的
精准性令人质疑。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深一
脚浅一脚的，让人捉摸不透，还不如与希拉
里这样熟门熟路的老对手继续过招。

反观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一枝独秀。
而最近美国从金融危机的泥潭里挣脱出来，
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
后，美元坚挺，失业率下降，民主党执政功
不可没，也让广大选民有了获得感。民主党
有望凭借经济形势上的利好击败政治形势占
上风的共和党，继续执政。

而希拉里本人一直在政界有一定的影
响力，被民调机构看好。她当过国务卿、做
过参议员，无论是政治历练还是外交斡旋，
她都老道，办事雷厉风行，富有执行力。她
又是美国第42届、43届总统克林顿的妻子，
夫唱妇和、如影随行相伴了10年，在美国选
民内心深处觉得选希拉里当总统是“买一送
一”的买卖，选了一个希拉里，又搭上一个
前总统，夫妻二人珠联璧合，克林顿的社会
人脉、政治能量以及他以前的执政智慧都会
与希拉里的魅力叠加到一块，惠及美国政
坛，美国人等于是一张选票选出两位“联
体”的总统，是非常合算的。

希拉里或会搅碎中国的和平梦想
从中国角度来说，虽说希拉里时不时地

向中国发难，在国际舞台上，曾经作为国务
卿的希拉里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过，
各为其主，单从希拉里作为美国外交主管的
勤勉、敬业而言，她是一位可敬的对手。并
且，希拉里之所以能给中国制造麻烦，一部
分原因是瞧准中国以前外交上的软肋，比
如过度内敛而缺乏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
策。

希拉里就像一面镜子，她使中国警醒，
认识到这些不足并加以弥补和修正。希拉里
重新上台并晋级，也许会搅碎中国的和平梦
想，中国不得不正视来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
威胁。有希拉里这样强悍的外交对手存在的
日子，中国不敢懈怠，中国也不寂寞，至少
不会打盹。中国期待希拉里重回白宫，那样
中国会更加清醒。

况且，希拉里一旦摘取总统的桂冠，
美国现有政策的连续性就能得到保证，因为
奥巴马眼下的国家战略和安全政策，基本上
是希拉里就任国务卿时主持制定的，而且实
践证明也收到了一定成效。希拉里入主白宫
后，充其量只是在现有政策基础上作点修补
和完善。中国已经熟悉了美国民主党执政下
国家治理的套路。相比共和党上台，政策上将
要伤筋动骨，中国宁愿继续与民主党打交道。

而且民主党的“地堡思维”，自恃强
大内心又十分胆怯，还有台上握手、台下使
绊子的两面派小动作，中国也早已洞悉并适
应。中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从小心谨慎到
大开大合，争吵得酣畅淋漓，竞争得云开日
出，有时候也像是逢场作戏的摩擦。总体而
言，中美关系在可控的区间里振荡，太平洋
足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利益。中国希望
希拉里这位老对手重新出山，因为她代表的
民主党的执政套路中国了如指掌，就像在拳
击场上面对一位熟门熟路的对手一样。

半年前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一所社区
大学为妻子竞选总统站台造势，其举可圈可
点，也算是其以前在感情上愧对希拉里的一
种补偿。

来自《纽约时报》的最新预测，希拉里
有76%的概率可打败特朗普，成为美国新一
任总统。

但希拉里问鼎总统宝座也面临着“邮
件门”、克林顿基金会财务争议以及其他可
能的潜在丑闻，这些都是重要的变数，关键
还要看丑闻升级的程度以及希拉里的公关能
力。

虽说希拉里当下身处的美国的政治生
态，远比1872年时维多利亚·伍德胡尔作为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参选总统的女性，要开明
得多，但朝气蓬勃的美国人能否接受历史上
第一位女总统，且年龄偏大，这最终还要看
美国选民投票时的取舍了。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网；图片来源：房天
下网。）

作者：蔡恩泽（中国财经媒体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