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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是美国公民，两年前回大陆与我现在

的太太结婚，顺利地替她申请到了夫妻亲属
签证，来了美国。她来的时候拿的是两年临时
绿卡，一眨眼就到期了。移民局通知我们申请
她的永久绿卡。这时刚好有一位英语不错的朋
友告诉我们，临时绿卡换永久绿卡很容易，填
个表就行了，她可以帮助我们办理。我们英语
很差，对这些事情都不太清楚，现在有热心的
朋友自告奋勇替我们申请，当然是求之不得。 
之后几个月内，朋友替我们填了表格，寄去移
民局。 

我们等了半年，音信全无。后来托人替我
们打电话去移民局询问，也没有下文。又过了
几个月，移民局终于寄来一封信。问了朋友，
才知道是因为我们原始递交的申请材料太不完
整了，要求我们补材料。我们夫妻两个的婚姻
是绝对真实的，所以这两年来没有刻意的去准
备什么证明我们婚姻真实的材料。现在移民局
要求我们补材料，在很短的时间内，实在没有
办法提交移民局要求的材料，请问我们应该怎
么办？

 
黄亦川律师回答：
其实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朋友热心帮

忙当然是好事，可是绿卡与你们一家人的一生
都有关系，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的确不少人
认为将临时绿卡改为永久绿卡，只要填个表格
就行了。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移民局在审核
临时绿卡转永久绿卡时，要求的标准绝对不会
比当初申请临时绿卡时的标准低。现在更是越
来越严格，而且要注意的是，如果最初申请临
时绿卡被拒绝，依然可以重新再提出申请，问
题不大。然而申请临时绿卡转为永久绿卡，就
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如果申请转换永久绿卡被
拒绝，不能上诉，也不能够再重新提出申请。  
你的临时绿卡会同时被撤销，案子立即交给移
民法庭处理。移民法庭会通知你出庭，开始遣
送你回国的法律程序。你必须按时出庭，否则
你的驱逐出境令马上就会颁布，再想翻案就难
上加难了。

当然在法庭上，你还是有向法官申诉的机
会。可是要求法官改变移民局对你的拒绝，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法官维持移民局的原
判决，就会要求你限时离开美国。好好的一个
家庭就被拆散了，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现在移民局要求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补充
申请材料，请立即咨询你们的律师或顾问，在
现有的证件里，有条理的整理出能够证明你们
婚姻真实的文件。另外也可以征求你们律师的
意见，看看在短时间内能否添加一些支持你们
婚姻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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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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愉（布鲁明顿）

富国银行丑闻的政治效应
美国第三大银行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总裁约翰·斯顿夫宣布，退出联邦储
备局的联邦咨询理事会。他日前在出席美国
参议院的公开听证会时，共面对五名参议员
呼吁联储局不再委任他担任理事。听证会针
对的是富国银行雇员背着客户，利用他们的
个人资料私下开设新的银行和信用卡账号，
非法向这些不知情的客户收取行政费，五年
间共伪造了超过200万个虚假账号的丑闻。超
过5300名雇员因此被解雇——银行共有26万
5000名全职雇员。富国在9月8日宣布，支付1
亿8500万美元给美国政府，以便庭外和解。

尽管斯顿夫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丑闻
表示歉意，但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均认
为其欠缺诚意。因为斯顿夫本身非但没有承
担任何实际的责任，还从事件中获益——他
个人所拥有的富国股值，在这五年间增加了
2亿美元——更没有开除任何银行高管。相
反的，负责零售业务的涉案高管，却获得1
亿2500万美元的退休金。富国去年的盈利高
达200亿美元，有媒体计算，1亿8500万美元
的无罪罚款，仅相当于富国三天的盈利。民
主党女参议员沃伦因此在听证会上愤怒地表
示，斯顿夫应当以欺诈罪刑事被起诉。

富国虽然避免了政府的起诉，却必须
面对股东和前雇员的反弹。斯顿夫在听证会

上，被要求追讨支付给高管的巨额退休金时
表示，那是董事会的决定。一家拥有银行
0.25%股权的投资公司宣布，已经去信富国
董事会，要求讨回高管退休金，并检讨现有
的高管奖励机制，是否不当鼓励非法行为。
两名富国前雇员也发起26亿元赔偿金的集体
诉讼，要求银行赔偿那些因高管的压力，被
迫开设非法账号而被解雇、降级或离职的雇
员。有前雇员声称，他们通过公司举报热线
揭露这些非法行销手段后，却被银行开除。

在距离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不到六周的
敏感时刻，丑闻恐怕将有扩散的政治效应。
富国银行丑闻反映的是美国政治撕裂的现
实——精英和草根政治互信的瓦解。民主党
前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就指出，迫于业绩压力
而伪造账号的雇员被解雇，制造业绩压力的
高管却领取丰厚的酬劳。这种双重标准，坐
实了美国民众对既有体制缺乏诚信的指控。
这个现象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并
没有丝毫改变，当年导致众多美国民众破产
的银行界高管，至今无人坐牢。

对既有体制不信任感的持续发酵，为
民粹主义的崛起培育了沃土。纽约房地产大
亨特朗普之所以异军突起，打败众多共和党
总统参选人，正是因为他自我标榜为体制外
人选，并因此获得许多愤怒选民的认可。同

理，被主流舆论视为可靠总统人选的希拉
莉，却因为属于“体制内”政客，而不断被
民众质疑其诚信度，在民调中一直无法获得
突破。

倘若富国银行丑闻继续延烧，精英和草
根的对立感难免无法缓解。就如此前世人不
能相信英国人会政治自杀，公投选择脱欧一
样，特朗普入主白宫，或许也不再那么难以
想象。扩大而言，既有体制精英一日没有重
新建立与民众的政治互信，以英美为主的自
由民主政体的危机将日益加剧。在全球面对
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性的巨大挑战之
际，当前英美内部的政治危机，必然会连带
产生外溢的负面影响。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
人们，因此也不能忽视富国银行丑闻的后续
发展。

（图片摘自网络，文章摘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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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可能会因嘲弄胖人而落败
9月26日晚上，作为吃瓜群众的一员，当

然不能错过美国历史上如此倍受期待的两党
候选人第一场电视辩论。川普的表情一如既
往的丰富，其肢体一如既往的不安分，不禁
让人联想起多动症的小孩。希拉里9.11那天
差点晕倒，时隔15天，就站出来面对咄咄逼
人的对手和满世界的亿万群众，且不说她如
何伶牙俐齿、进退得当，只说她能够红衣抖
擞，站在台前，跟川普展开口舌大战，立时
一个半小时，就得了关键的一分。

作为普通百姓，对两个当事人的施政
方针既不明就里，也不感兴趣。施政方针大
抵是诺言，着眼于未来。第一，是否由衷，
还待时间验证；其次，是否可以操作，也由
各种变量决定。普通选民们不会对两个人的
施政演说作什么严密的推演，也不会有什么
精密的判断。他们作出的决定往往居于他们
对两个人的直观好恶，而这种好恶也许就由
几个眼神、几个表情和几句话搞定。普通人
的神经往往不是理性的，被触动起来，毫无
道理可讲。所以，当二人面对如此这般的选
民，就得尽可能八面玲珑，不要得罪某一个
群体。那么，周一晚上，这二人得罪了谁没
有呢？希拉里好像没有，说话跟阿庆嫂一样
滴水不漏。川普就不一样，讨论起对美国进
行网络攻击的黑客们来自何处时，他不同意
希拉里，认为黑客也许不在俄罗斯、不在中
国、不在国外，而在国内。这个思路按说没
有什么错，但他为了增强感染力，就说黑客
也许就是某个成天呆床上的400磅的胖子。用
400磅的胖子来修饰黑客倒是逞了毒舌之快，
如果是表演脱口秀，会得到满堂彩，但这是
争取每一个选民的舞台，容不得以戏谑口吻
有歧视之嫌取笑某一部分选民啊。川普就因
为这个玩笑一定跟超胖选民结下了梁子。

可别小看超胖选民，他们在全美占的比
例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据统计，美国成人中有35.7%超重，6.3%
严重超重。亚裔在全民人口中都只有5%，相
应的，在选民中也大约是这个比例。川普和
希拉里民调如此接近，故就算保守点，以6.3

计，本来支持川普的选民中也会有好些因而
倒戈，其打击不可谓不致命。有的州（如印
第安纳），胖人占的比例更大，故被川普如
此言论伤害的选民更多。即使某些华人网站
（如文学城）的民调有高达75%的华裔选民
会选川普，这点得，也抵不住川普侮辱胖人
所导致的失吧。

川普之所以在如此庄重的场合，如此肆
无忌惮取笑胖人，也许跟他小时候没有得到
教训有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想起了
我自己的儿时故事。

小时候，我家虽然住在校园里，却不在
腹地，跟街道离得不远。大约50-60米的距
离，就是一道砖墙，墙那里有道小门。

有一天，我们骑在墙头看街景，看到一
个残疾人过来，就一起叫喊：

摆（第一声，即瘸）子摆，摆上街（读
该）

撮碗米，养奶奶
奶奶不够吃
拿你打八十

那个残疾人一瘸一瘸就走过去了，
没有看我们一眼，我们倒有些无趣，翻下
墙来，继续在房角边说笑。突然之间，一
双手把我死死抓住，如铁钳一般，让我动
弹不得。原来是刚才从街道边走过，被我
们奚落的残疾人。他也不打我，就把我抓
住。伙伴中有个人去叫了我妈来，跟这个
残疾人赔了半天不是，这才把我放过了。
我像霜打的茄子，难受了好一段时间。

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嘲弄过残疾人
了。说起来，还是得感谢那个残疾人。No 
pain， no gain。

回过头来说川普，他口无遮拦，骂过
女人、骂过墨西哥人，还居然有过不给苦
力们发工资的前科，好多人就说他是一个
asshole。选民们要如何讨厌传统的政治家，
才会忍痛把选票投给他啊？也许，到了投
票的庄重一刻，选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
飘过川普这个名字。俗话说，细节决定成
败。说不定，这次又一语成谶！

9月26日的首场总统竞选辩论中，川普的手也没闲着。（图片来源：Bluejerse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