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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是美国绿卡身份，我先生是非法居民，

一直想替他申请亲属绿卡。先后咨询了一些律
师，都告诉我因为他是偷渡进入美国的，就算
是在美国替他初步申请核准了，要得到绿卡还
是得回国内美国领事馆面谈签证，通过后才能
够再回美国。他在美国逾期居留很多年了，一
回国就面临十年不允许进入美国的风险。虽然
在国内美国领事馆可以尝试着申请豁免十年不
允许入境美国的惩罚，可是完全没有把握。律
师说如果我是美国公民，倒可以替他在美国境
内直接申请豁免，豁免通过后再回到广州美国
领事馆面谈，通过的机会很大。我的英文太
差，考公民没有希望。最近《亚美导报》提到
移民局颁布了新的规定，绿卡持有人也可以同
样享受直接在美国替直系亲属申请豁免，这样
我们回国面谈就放心多了。请问我的条件符合
新规定吗？应该如何办理？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申请？如果有驱逐令的人也可以申请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美国移民法规定，美国公民可以替在美国

境内或境外的配偶申请绿卡。如果配偶目前居
住在美国，根据配偶原始入境美国方式的不同
有差别的待遇。配偶是合法签证入境的，无论
配偶在美国逾期居留了多久，都可以继续留在
美国经由更改身份的程序而获得绿卡，违法逾
期居留的事实基本上是不予追究了。如果配偶
没有经过美国海关正式检查而非法入境，那么
就必须返回原居住国家的美国大使馆面谈签证
核准后，才可以得到绿卡。所以许多美国公民
的配偶，就算合乎规定可以申请绿卡，可是因
为不是合法从美国海关入境，担心回国绿卡面
谈被拒绝后，十年不能回美国。只好忍痛放弃
了绿卡申请，而一天接一天的过着非法移民的
日子。

奥巴马总统针对这一问题，颁布了一项总
统特令，专门为非法入境美国的美国公民配偶
提供了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就是从2013年3
月4号开始，凡是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可以
在美国境内就提出因为逾期居留，而十年不准
返回美国的禁令的豁免申请。移民局核准豁免
申请后，再拿着豁免核准文件返回位于中国的
美国领事馆申请绿卡面谈，这样核准的把握自
然就提高了。 

在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星期到十天就可
以拿到绿卡返回美国。就算美国移民局驳回了
豁免的申请，至少还是可以保持现状，继续留
在美国，避免了十年回不来的风险。从今年8
月29号开始，移民局更进一步扩大了这项特殊
豁免的申请资格，绿卡持有人也可以享受同
等待遇，替美国境内非法居留的直系亲属申请
豁免。另外纵使亲属已经被移民法院判处驱逐
出境，还是有补救的办法。读者符合上述新规
定，请尽快咨询自己的律师，不要错过这个大
好的机会。要知道此规定是总统的行政命令，
年底大选后能不能继续施行就是个问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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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律 信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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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疯了？奥巴马傻了？
7月23日到8月3日，一条中国有关南海

主题的宣传片以每天24小时、每小时5次的
频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密集播放。3分12
秒的宣传片向全球受众介绍中国对南海诸岛
的合理、合法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澄清所
谓南海仲裁案的闹剧真相。

这是一个巨大的耳光！而且打这个耳光
子的国家是跑到被打者里家里面去打的，而
且要一连打十天，而且还要每天打120次！
我在震惊之余，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和自己的政府不一
样的声音存在，并且允许其在公共场合进行
传播，而且是如此巨大的幅度，而且是如此
针锋相对的观点，而且是事关自己的重大国
策！

美国真的疯了吗？奥巴马真的傻了吗？
他的政府，他的国会，他的军人，他的

党派，他的政法人员，他的爱国人士，他的
粉丝儿，他的追随者，他的航空母舰，他的
那些智囊团，难道全都睡着了？他们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公开站出来，为了他
们的政府立场，一起来阻止我们的声音？

我曾经担心，他们中的一些激进分子
会因此而抵制中国货，会向那个大屏幕抛掷
杂物和鸡蛋，会游行示威喊口号。然而我又
错了。因为此时此刻，在美国唐人街确实有
一批人打着标语走过来了。然而，他们不是
反对中国南海宣传片的。恰恰相反，他们是
反对美国政府的，更确切地说，是反对自己
的户籍所在地政府的。他们是声援中国政府
的。是因南海问题向美国政府讨要说法和施
加压力的。我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OK，
你们真棒！

然而，我再一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美国政府、军队、国会、法庭竟然都没

有权力阻止言论自由。
然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权

威的教育思想库“亚洲协会”公布了一份报
告，标题竟然是《全球化时代的数学和科学
教育——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作为当
今世界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第一军事、经
济、科技强国，美国不是全力以赴抵制中国
的各种思想和观念，而是要向中国学习。

其实，早在去年7月31日，美国《纽约
时报》经济版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中国学
习》的署名文章。作者斯坦恩在文章中说，
如果你既想要活得好，又无所事事，只知道
担心中国发展，那还不如趁早从中国学点东
西。学习人家如何通过提高个人能力、大量
储蓄及谨慎投资来使个人和国家变得富有。

在经济方面，美国学术界一直在探讨，
为什么中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经济上
的巨大进步？究竟哪些东西值得借鉴？在军
事上《孙子兵法》被美国军事界奉为战争宝
典。在文化上，美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建设了
近60多所孔子学府。他们不仅知道老子、庄
子、韩非子，而且知道李时珍、张衡、董仲
舒……

许多中国人一听到美国向中国学习就
飘飘然起来，甚至认为美国衰落了，不自信
了，不值得尊重和担忧了。

其实都不是。美国不仅没有衰落，而且
自信的很。因为美国不仅有人提出向中国学
习，而且还有人提出向朝鲜学习，向俄罗斯
学习，向伊拉克学习，向越南学习，向古巴
和非洲学习，向世界各国学习。他们会在最

落后的国家找到值得自己学习的那一点。
学然后知不足。一个不断学习的国家，

一个允许各种意见充分表达的国家，一个能
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国家，一个有权力不能
为的国家，不是自信是什么，不是发达是什
么，不是进步是什么！也许，这正是美国能
够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真实原因所在。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我看见祖国的
网络阵地上，一片喊打喊杀喊封之声。什么
美狗、汉奸、叛徒、西奴、美爹、走狗；
什么反D分子、卖国贼、特务、豺狼，什么
删帖、禁言、销号；什么书籍下架、电影禁
看、禁止……，一拨又一拨的“激进”分
子，喊着口号，打着旗帜，如火如荼，不断
揭批和揭发。他们有人砸苹果手机、抵制
肯德基、诅咒美国人；有人把自由、平等、
民主、文明视为美国的专利去嘲笑；甚至有
人喊出中国死十亿人，美国死三亿人的豪言
壮语。再看看一些大报大刊、舆论阵地、网
络战士也全都因中国政府在美国纽约时代广
场，打出了自己的南海主张宣传片，而兴高
彩烈，手舞足蹈，摇旗呐喊，好似我们打了
一个大胜仗，攻克了敌人的一个阵地，收复
了一片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而我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忽然感到
一种从未有过的惆怅和沉重。

是啊！一个国家允许另一个国家在自
己的广场上，宣传和自己的政府截然相反的
观点和思想。这需要什么样的胸怀和包容能
力？这需要什么样的规则去制约。要打败这
样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智慧、能力、心胸和
文明？
（文/木虫   摘自鹏媒体微信公众号：peng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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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萨德 朴槿惠的重大政治失策
在朝鲜核阴云的威胁下，2016年7月8

日，韩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决定在韩国本
土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系统。

平心而论，在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下，面
对朝鲜的核威胁，朴槿惠很难找出反对在韩
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可靠理由。况且，在中俄
两大国接连威胁下部署该系统，也有助于塑
造朴槿惠勇敢卫国的政治形象，似乎也可以
加强其政治地位。

不过，朴槿惠的政治算盘并不一定能够
成功，甚至更可能会适得其反，其中的原因
并不复杂。

首先，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只会加剧金
氏政权的不安全感，逼迫其进行更多更挑衅
性的军事举措，并瓦解当局通过萨德部署努
力凝造的民众安全感，最终反过来损毁执政
者的威信。

金氏政权的领袖们，和包括朴槿惠、
奥巴马在内的其他政客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
别。他们并非亚历山大大帝、铁木真、希特
勒那样试图征服历史极限的天才狂人（甚至
一心稳固权力的拿破仑都不是）。而政客唯
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权力稳固与否，所谓的
意识形态不过是玩弄人心的政治手段。

1950年，金日成将军和南老党领袖朴宪
永之所以会发动入侵南韩的战争，根本原因
就在于：金日成将军试图通过战争顺理成章
地集中权力，从而强化自己并不牢靠的领袖
地位；朴宪永则试图通过战争恢复南老党在
南方的根基，从而加强自身在党内的政治地
位。

今天的金氏政权领袖，无论是金正日
还是金正恩，最关心的就是自身权力稳定与
否。作为世界上罕见的世袭绝对独裁者，金
氏家族享受着朝鲜举国财货、美女和权力的
供奉，他们实际上是现存地缘秩序的最大受
益者。金正恩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冲动为

了“统一”或者“打倒美帝及其走狗”等愚
弄民众的可笑口号，去挑起注定自我毁减的
战争。恰恰相反的是，金氏家族唯一忧虑的
就是现存秩序不够稳固——即，朝鲜古董式
的军队难以阻挡美韩军队入侵并摧毁自身的
权力——这才是金正恩不断提升核威慑能力
的目的所在。

在苏联解体前，金氏政权的安全得到强
大盟友的保护，尽管美国曾经臆测过其核野
心，但金氏政权实际上并没有发展核武器的
具体行动和明确计划。但是苏联解体之后，
金氏家族的权力面临着来自美韩的空前威
胁，不得不通过核武器自保。因此，在自身
政权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金氏政权必
然会不断的增强自身核威慑能力——这是一
个政客求生的本能。

因此，金氏政权需要的实际上就是安
全，如同一个中了几百亿美元彩票的穷人，
他迫切需要安全的环境来享受这一切。而核
威慑就是金氏政权获得安全的最大凭仗，不
过，当萨德系统引入韩国之后，金氏家族的
核威慑能力将被削弱，其也不得不更加激烈
地提升或者彰显核能力，从而确保自身的安
全——这意味着，来自朝鲜的核恐吓肯定将
不断增多，朴槿惠也难以带给民众自我标榜
的安全感，这将严重削弱民众对执政者的政
治信心。

其次，萨德部署可能导致中韩交恶，并
严重削弱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在华
的商业优势，最终恶化韩国经济状况，从而
摧残朴槿惠的执政根基。

总所周知，韩国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于
中国市场。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
室室长周元(音)表示，韩国对华出口占全部出
口额的比重高达25%，出口占据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也高达50%。另据韩国现代经济研
究院4月10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

个百分点，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5个百分
点。这些都意味着韩国经济的状况相当程度
上有赖于良好的中韩关系。

事实上，朴槿惠之所以面临支持率低
迷的状况，最大的原因来自韩国经济不振，
以及由此引发的年轻人失业率攀升和收入停
滞。金氏政权对韩国的威胁早来有之，从过
去的经验来看，对于韩国执政者来说，朝鲜
政策只会成为在野党抨击执政者发酵一时的
借口，而不会成为决定民意归属的关键。因
此，朴槿惠能否维持民众对经济良好的预
期，将成为她能否继续执政的基础。在这种
情况下，朴槿惠部署萨德的举措，破坏了
对韩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中韩关系——某种程
度上更像是为了迎合只能持续一时的冲动民
意，却损毁了自身长远的政治根基。

况且，朴槿惠部署萨德，实际上大大加
强了金氏政权的战略地位，并严重恶化韩国
自身的地缘处境。

作为一个冷战时期遗留的斯大林式古
董政权，金氏政权的战略价值严重依赖于中
美、中韩关心的恶化。只有中国与韩国、美
国间的互信出现致命的崩裂，金氏政权作为
缓冲区的战略价值才能凸显——否则，其只
会成为限制中国东北经济的桎梏。对于金正
恩来说，韩国部署萨德，将为金氏政权提供
争取中共谅解和经济援助的最佳契机——萨德
部署后不久的7月11日，中朝最高领导人互致《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55周年的贺电。

对于韩国来说，引入萨德，将使得自身
成为中俄美日大国交锋的中心地带。韩国左
右逢源的美好时代嘎然遏止，她未来在外交
上的一举一动无疑会举步维艰，地缘形势也
很可能急剧恶化——这些将成为朴槿惠留给
后来者的外交遗产。

所以，朴槿惠部署萨德，无论从各方
面来讲，都是不折不扣的失误。这不仅是朴
槿惠本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韩国外交的失
败，更是中国东北亚外交的失败，同样亦是
朝鲜民众的失败。 

（作者：王天逸  摘自多维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