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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和太太住在一户共有公寓（CONDO）

里，前几天收到了一封法院寄来的通知书，
告诉我们被市政府告了。再仔细一看，发现
我们并不是单纯的被告，而是所谓的交叉被
告（Cross Defendant）。 我们的英语还差强人
意，可是要看懂法律文件还是差的很远，所以
请了一位老外朋友，来替我们解读了一下。

朋友看了之后，说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有人在我们公寓前面的人行道上，可能是因为
道路凹凸不平，摔跤受了伤，起诉了市政府。 
政府认为公寓前面人行道的维修，我们公寓的
住户也有责任，所以她把我们一起告了进去垫
背，我们所有的公寓住户就成为所谓的交叉被
告。我们觉得很冤枉，共有公寓有所谓的物业
管理委员会，我们既然付了不菲的物业费，凡
是屋外的大小事情，不是都应该由他们来负责
吗，为什么我们会成为所谓的交叉被告？

 
黄亦川律师回答：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寻味的问题。一般临

街的公寓，人行道上发生了意外，责任谁属，
往往会有争议。可能这位行人在人行道上摔跤
受伤，先只告了市政府，没有告你们公寓物业
委员会以及公寓的住户。然而市政府的律师，
在研判之后，觉得你们也有责任。他没有立场
去要求原告来告你们，可是他可以把你们拉进
此诉讼，成为共同被告人。这样如果市政府败
诉，你们就有可能要分摊市政府被处罚的赔偿
金。数目不大倒也不严重，可以由所有公寓的
成员分摊。可是现在意外伤害的赔偿，动辄百
万千万，分担下来不是小数目。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买公寓个人保险？许多
人认为既然住在共有公寓，就不需要买保险，
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共有公寓的物业委员会
会负责安排公寓外部的保险。可是公寓的住
户，还是必须负责自己公寓内部的财产损失，
以及因为意外而造成的责任赔偿问题。按常理
来说，市政府如果认为你们公寓对于行人摔跤
受伤有连带责任，他应该告你们的公寓物业委
员会，而不是告你们个人。之所以会告你们个
人，可能是他们律师一种诉讼的策略。应用各
个击破的方式，来达到他们向你们索取部分赔
偿金额的目的。

无论如何，你们的名字现在已经被列为交
叉被告，没有选择余地，只得聘请律师代理出
庭辩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联系你们的
社区物业委员会，看看他们有没有聘请律师来
统一代理公寓的所有住户。这样比各个住户单
独聘请自己的律师，不但节省律师费，而且效
率高得多。请读者尽快咨询自己的律师，不要
错过向法庭答辩的期限。否则一不小心就“被
缺席”而被判决败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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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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独背后的社会情绪
在刚结束（9月4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中，主张维护本土利益、同北京中央政府持
不同立场的所谓“非建制派”，在35席竞选
的议席里赢得了30席。这次选举有几个值得
留意的现象。首先是投票率高达58%，共有
超过220万登记选民出来投票，创下1997年
回归以来的最高纪录。其次是多名参与2014
年“雨伞运动”抗争的年轻候选人当选，反
映了港人对现状的不满情绪。第三是选举结
果加剧了香港社会的对抗态势，意味着至今
困扰香港的政治动荡恐难平息。

香港立法会在制度设计上先天不足，是
中英就香港回归谈判所达成的妥协产物。立
法会共有70席，其中一半属于“功能界别”
代表，并不开放给全体港人投票选举，他们
传统上属于亲政府的“建制派”。开放选举
的议席也缺乏民意代表性，只要在所属选区
得到一定比例的票数（小选区约3万票、大选
区约5万票）就可以当选。此外，立法会任何
决议须得到三分之二议员同意，三分之一议
员也可以否决决议。“非建制派”这回守住
三分之一席次，表明本届立法会将继续被
“否决政治”所主导而陷入空转。

本次选举前夕，因为香港政府以一些
参选人主张港独或回归英国，而取消了其中
六个人的选举资格，引发了舆论对港府违反
民主精神的质疑，加深了港人担忧北京干预
选举，破坏“一国两制”的焦虑，间接推高
了投票率。一些投票站因为选民太多，结果

开放到隔日凌晨，比投票截止
时间延长了几个小时。选举结
果表明，不少港人因不信任政
府而支持主张抗争的年轻候选
人，最年轻的罗冠聪才23岁，
他以香港岛区第二高票当选。

尽管违反“一国两制”，
港独的主张隐然成为本次选举
的一股暗流。并非大多数的港
人都赞成港独，而且基于国际现实条件，港
独和台独一样，只能是作为选举动员和表达
政治不满的符号，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
是对于香港的治理和前途而言，港独所凸显
的社会情绪却值得港府乃至北京当局正视。
和所有政治反对运动一样，港独的根源，或
许应当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去探讨。

无论是关于特首普选的争论、“雨伞运
动”的社会抗争，或者是本次“非建制派”
出现更多本土意识强烈的青年当选人，港人
所要表达的意思，不外是继续在自由开放的
社会里，追求更美好的明天。这个诉求在年
轻群体里尤其显著。然而，港府的土地财政
政策所形成的所谓“地产霸权”，正让越来
越多的香港青年终其一生也难以置产。陆港
经贸关系的进一步融合，也催生了部分港人
的排外心理，以及对于北京政治介入强化的
担忧。

处于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制度设计，因
缺乏互信而深化分歧似乎成为必然结果。无

论是谁出任香港特首，都得面对大量的社会
争议。但是正因为如此，谋求香港朝野的互
信和基本共识也是当务之急。这个困难的工
作，需要各方的努力，尤其是作为香港政治
象征的特首，更要扮演积极沟通，缓解矛盾
的艰难角色。下一任特首必须有足够的政治
智慧，缩小北京与香港社会的心理距离。

台湾的经验表明，社会的政治化有百
害而无一利。两岸的形势在十多年间主客易
位，固然同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崛起有
关，但也不无台湾自身陷入政治内斗，无心
发展经济的因素。香港自开埠以来就是一座
经贸的城市，百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了国际
都会的地位。港人要求自主的心理当然有十
足的正当性，但若整个社会日益走向泛政治
化内斗，忽略了香港未来所需的经济和社会
建设，最终必然会伤害香港的全球竞争力。
虚幻的港独自有其诱惑性，但一贯以务实著
称的港人，实在没有理由不看透其虚幻的本
质。                     （摘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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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风波再起 “乌坎模式”终结？
正当甘肃临夏康乐县一起人伦惨剧（详

见第5版）震荡中国舆论之时，声名在外的广
东省陆丰市乌坎村则又一次引起海内外媒体
的聚焦。曾经备受好评的“乌坎模式”是否
就此终结？

已经绵延5年的乌坎事件
据报道，9月13日凌晨4点稍过，陆丰警

方突袭乌坎村，逮捕村民蔡加粦、张向坑、
杨锦贞等13人，称其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
秩序、交通秩序等罪。过程中，警方与村民
发生对峙和冲突，并导致一定程度的流血伤
害。坊间有传闻称有人死亡，后被辟谣。

官方此举所针对的是，自6月19日以至
如今，已经持续近三个月之久的乌坎村民游
行示威活动。据称，在这些时间里，除七一
党庆外，每日傍晚超过千名村民全村游行，
至今已经80天。陆丰警方称其为未经批准的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而他们游行的原因，则要归结于乌坎村
精神领袖式的人物林祖恋在6月17日突然被
捕。林祖恋被指控受贿，之后承认受贿、被免
职、认罪视频被公开、声明“不请律师”。9
月8日，林祖恋被判刑3年1个月，罚款20万
元。林祖恋当庭认罪不上诉。

据说，村民本来计划在6月18日到省、
市政府上访，要求落实归还土地的承诺。因
此有猜测认为，官方逮捕林祖恋可能与此有
关，而且可能无关受贿，林祖恋认罪该是迫
不得已。如此的话，政府就不仅与民争利、
失信于民，而且还栽赃陷害。这种想法在游
行村民中可能普遍存在。

而村民们敢于而且能够在长时间里游
行街头、声讨政府，则是因为乌坎村在2012
年初经过一次普遍公开的民选，建立起一套
相对独立的基层组织，并有“乌坎模式”之
名。乌坎也在经历这一系列事件后，成为海
内外媒体舆论的焦点地区。

之所以如此，则要追溯到发生在2011年
的“乌坎事件”。当年9月21日，乌坎村三
四千人聚集陆丰市政府大楼与派出所，之后
多次集会示威，与执政者爆发冲突。后来，

广东省一级主导协调，承认并允许其民选组
织，归还部分土地，缓解了此次矛盾。该事
件被视为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的标志性里程
碑之一。

已经延续十多年的土地财政
可见，有关乌坎的持续数年、环环相

扣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其根本症结在于土
地，并由此扩大、牵扯和反映出其他的诸多
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当时困扰村民和当
局的土地问题到现在仍然存在，并且正是此番
乌坎再度成为舆论热点的比较直接的原因。

地方对土地的处理，是中国经济发展模
式和财政体系一部分，陆丰对乌坎的做法并
非孤例。执政一方认为，征收村民土地进行
投资建设，能够推动地方整体经济发展，增
多地方财政，进而提供社会保障与福利。当
然，其对当地村民的补偿多少，提供社会保
障和福利的多少，是否涉及特权腐败，各地
又各有不同。至少，乌坎当时的做法超出了
村民们的容忍底线。

如果站在村民的立场上，比较政府征收
土地的极低价格和拍卖土地的极高价格，再
比较中国和国外对个人权益的不同定义，难
免令人难以接受。对于这一点，村民们认为
政府做法违背了公平正义，侵犯了他们的权
益，是政府的原罪。当局则认为这是一种利益
之争，是代表更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而不是乌
坎少数人更应该在土地收益中占得大头。

到了今日，当地政府的强硬行为也有了
一些必要理由。陆丰公安局方面表示，“村
民蔡加粦、张向坑、杨锦贞等人不断以制造
谣言、恐吓辱骂、威逼利诱等手段蛊惑煽
动、策划和要胁组织部分村民非法聚集，扰
乱公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扰乱学校教学
秩序，拦阻村内渔民出海打渔，阻碍商铺正
常营业，严重危害当地生产生活秩序。”

从这些话中可以得出当局的几点论据，
比如，这些村民不仅荒废了自己的工作，还
影响到区域内其他民众的生活，更是影响到
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以及“丑化”当
局形象，挑动和制造官民矛盾，部分行为涉

嫌违法。而林祖恋被捕和审判，则是因为
他确实存在受贿行为。

因此，如果乌坎村民与当局都只坚持
自己一方的立场、纠结于对方所出现的诸
多失误、而都不肯反思自身并作出让步的
话，这场持续数年的斗争将会形成没有终
点的恶性循环，双方最终都会是受害者。
当然，其中一部分村民会最为受伤。

“乌坎模式”何去何从？
此次乌坎风波再起，也难免将曾获

各方的好评“乌坎模式”置于风口浪尖。
显然，当时对乌坎的的处理做法并未最终
解决问题，未来也不大可能再现于其他地
区。那么，这对中国基层民主实践来说，
确实是一次挫折。

乌坎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同一时期
甘肃临夏康乐县一家六口服毒身亡的事件
放在一起，共同反映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
的一些艰难问题。有关基层民主实践所出
现的一些负面结果尤其受到关注，比如，
可能导致民粹情绪，宗族势力坐大，少数
群体边缘化，同样可能产生贿选等腐败情
况，导致与上级政府机构的立场冲突。这
些也是当下中国基层民主特别是农村民主
推进滞缓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基层民主实践在很多地方
仍然产生了不应忽视的积极作用，较大程
度上代表和维护了本区民众的利益，对基
层官员构成了约束。诸多问题的出现，应
该理解为这方面的改革需要更多的协调、
引导，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契合，
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乌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底层社会
深层次矛盾其及变化的一个观察点。所
谓“乌坎模式”如果确实存在，也是执政
者出于良善意愿的一次改革探索，也算是
对当时海内外舆论所呼吁的民主的一次必
要回应。如今出现的乱象，问题并不全在
所谓“乌坎模式”，也不全在“民主”理
念，而且应该是当初的局中人都很难预想
到的。对乌坎一地的时局变迁，积极面和
消极面都不应过于放大。

（作者：麦垛；摘自多维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