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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从国内来美国探望在美国读书的女

儿，入关时获得了居留六个月的签证。在
美国期间，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位
美国人。  他待我很好，我们开始交往，也
谈到了婚嫁。  他把我带到家里见了他的家
人，我和他们都处的很好，他们也很喜欢
我。没有多久，他向我正式求婚。虽然我
也愿意和他结婚，可是由于我在国内有一
些个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我亲自回
去处理，我暂时没有答应他的求婚。  

有经验丰富的朋友提议，我可以先让
他替我申请未婚妻签证，不必等到我回国
后再申请，可以争取许多时间。这样一等
到我个人的事情处理完毕，就能够马上回
到美国与他正式成婚。又有好心人告诉我
说，申请未婚妻签证，我必须身在国外，
我得回国后才能够开始正式申请未婚妻签
证。我还要在美国住四五个月，我们都不
想等那么久，请问我身在美国，能够同时
申请未婚妻签证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未婚妻签证原始的用意，是希望帮

助两情相悦的双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团聚，不需要经过冗长的婚姻绿卡申请程
序。申请未婚妻签证必需具备下列最基本
的条件：1.申请人是美国公民，绿卡持有人
不可以申请未婚妻来美国。2.双方必须证明
他们有结婚的真实意愿。3.双方在申请前两
年内亲自见过面，QQ视频不算。4. 被申请
人必须通过美国在中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
面谈。  

第四条要求被申请人必须在中国面
谈，并不代表未婚妻的签证不能在当事人
还在美国时就提出申请。未婚妻签证的申
请人越来越多，处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如果读者还要在美国居留四五个月，完全
可以立即提出未婚妻签证的申请，争取不
少时间。一旦批准，只要回到中国的美
国领事馆接受面谈，面谈通过后立即可以
返回美国，最快只要一个星期就可以回来
了。

关键是，当初为了缩短申请等待时间
而设立的未婚妻签证，如今因为申请人数
倍增，未婚妻签证申请所需的时间与申请
正式婚姻绿卡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差别。
还有可能未婚妻签证面谈的门槛更高，更
容易让签证官怀疑双方的意图。如果读者
觉得现在还不到正式结婚的时机，可以立
即在美国提出未婚妻签证申请，只要在合
法居留期限内按时回国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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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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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选举伤害美国形象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2005年

的一段录音谈话日前流传出来，对距离投票
日不到一个月的总统大选选情，造成了前所
未见的冲击。特朗普在谈话中轻佻地描述自
己如何好色，用污言秽语形容女性的内容，
引发了剧烈的舆论挞伐。至今已经有36名共
和党籍国会议员和州长，公开表示撤销对他
的支持。连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彭斯也宣布，
对特朗普侮辱女性的言论无法接受且不能为
其辩护。针对共和党内部正在探讨阵前换将
的可能性，特朗普则誓言参选到底。

就在共和党陷入选举以来最大政治危
机之际，维基泄密网站却巧合地公布了民主
党总统候选人希拉莉的部分电邮，内容涉及
外界质疑她最厉害的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秘密
演说内容。电邮显示希拉莉真心主张更大的
自由贸易，开放边界，甚至认为华尔街应该
自己决定金融监管的程度。这些完全违背她
公开竞选立场的演说，进一步坐实了批评者
抨击她缺乏诚信的指控。美国政府则公开宣
称，俄罗斯官方黑客涉及窃取希拉莉电邮的
阴谋，试图左右总统大选结果。

特朗普谈话录音的下流内容，已经对
提名他的共和党形成难以弥补的政治道德危
机。一贯以维护社会保守价值，主张传统家
庭伦理自居的共和党，在面对一个性侵女性

而沾沾自喜的总统候选人该如何自处，不但
会决定总统、国会以及州长的选举结果，更
将决定共和党未来的主流政党地位，乃至美
国两党制民主的健康运行。谈话录音势必加
剧已经分裂的共和党的内乱，迫使共和党党
要在现实利益与政治理念之间，做出艰难的
抉择。

尽管舆论冲击效应不如特朗普谈话录
音强烈，希拉莉电邮内容外泄，同样会对其
选情造成不利影响。面对党内对手桑德斯所
代表的草根民粹主义挑战，希拉莉一再调整
其竞选立场，转而反对自由贸易，并且主张
管制华尔街。这或许正是她迟迟不愿公布华
尔街演说内容的苦衷。如今东窗事发，让原
本反对特朗普但却不支持她的年轻选民，更
不愿意出来投票，或者转投第三方绿党候选
人，削弱其胜选机会。因为特朗普公开对俄
罗斯总统普京的强人形象表示敬仰，让华盛
顿指控莫斯科借爆出不利希拉莉的资料，为
特朗普助选的说法显得可信。

在第二轮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举行前夕，
两个候选人相继爆发政治丑闻，已经让这场
选举的格调变得越来越不堪。这两位形象本
来就不佳的候选人，进一步在选民心中形成
只能“两害取其轻”的无奈印象。这对美国
政治文化和国际形象的长远伤害，恐怕难以

估量。对内这或许会加速美国社会的离心离
德，民众对既有体制无法选拔可信候选人出
任公职，让边缘政治力量显得更有吸引力。
对外这也会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民主制度典范
的公信力，进而打击民主制度的号召力。

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主张闭关自守的
政见，已经动摇了美国盟友的信心。希拉莉
在反对自由贸易上的立场亦步亦趋，也可能
迫使其全球盟邦采取避险的外交政策。日本
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智久推翻防卫部长稻
田朋美的说法，表示不会跟美国一道在南中
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越南国会决定延迟
到美国总统大选后，才审批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要终止同美国
的军事同盟，多少反映了区域国家开始质疑
下一任美国总统执行“重返亚洲”战略的决
心。

无论谁在11月当选美国总统，其最大的
挑战，将是如何重建美国的国际形象，恢复
美国友邦对其外交战略的信心。在中东战乱
越演越烈、难民人道灾难扩大；欧俄军事关
系对立加深；东亚的朝核问题及南中国海形
势趋紧之际，美国作为国际秩序定海神针的
作用，正变得更为重要。如果新任美国总统
不称职，世界局势恐怕会越发纷乱。

            （摘自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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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事实胜于雄辩？
今年9月，《时代周刊》到北卡罗来纳

州采访。Allan Thiel是一位退休工人，也是
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奥巴马为了
当美国总统，隐瞒了他的出生地；美国学校
宣扬伊斯兰教义；美国政府已被贩毒集团掌
控；美国在过去的200年里从来没有过枪支管
理和种族歧视。虽然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
些看法毫无事实根据，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与Thiel持有同样观点的，并不是极少数，
特别是在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支持者中。多
年来，川普有意地鼓励他的支持者质疑地球
变暖和奥巴马在美国出生这些无可争议的事
实，使他们相信只有川普才能拯救美国，因
为“We will never fix our rigged （非法操纵）
system by relying on the people who rigg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川普 Greenville）。

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辩论中最基本
的要求是，必须尊重确认的事实。过去用散
布谣言来影响选民也曾发生，4年前的美国
大选中，奥巴马和荣穆尼在竞选过程中出现
了对事实的扭曲，指责对方欺骗选民。实际
上，他们在2012年的争议仅限于政策方面，
不满也只对媒体发表。当时的核实人（fact 
checker）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实。
不过，这一事件也暴露出一个严重的事实，
美国并没有惩罚候选人在竞选中撒谎的法
律。这一漏洞使不少选民依然听信竞选广告
中的谗言，尽管核实人提供事实真像。

比起2016年大选，奥巴马和荣穆尼4年前
的把戏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川普肆无忌惮
地颠倒黑白，挑战公理，甚至连美国现任总
统的出生地也敢拿来说道。不可思议的是，
居然无数人还真被他忽悠了。尽管铁证如
山，至今还有20%的选民拒绝相信奥巴马总统
在美国出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也不
清白，她在自己邮件的操作、机密文件的管
理和对政策的解释，也有误导选民之嫌。过
去以为，这种是非混淆、集体被洗脑的现象
只可能发生在一党专政、媒体被控的希特勒
德国、文革中国和今天朝鲜，为什么今天在

民主体制、
新闻自由的
美国也会发
生呢？

一般来
说，从政者
对挑战事实
还是有顾忌
的，弄不好
惹火烧身。
但是，对于
熟于此道的
生意人川普
来说，质疑
确定的事实
正是他的拿
手好戏，而
且已经成为
他竞选的王
牌。他在自
己的第一本
书《The Art of the Deal》中吹嘘自己在宣誓
后“诚实的夸张”，而且深谙事实是可以置
换的 。川普不但会指鹿为马，而且也懂掺沙
子（真真假假）和死不认账。2007年，他在
宣誓后坦言，“my net worth fluctuates, and it 
goes up and down with markets and with attitudes 
and with feelings, even my own feeling” 。可
怕的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以一个推销员的惯
技来撒谎，其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在一个信息爆棚的互联网时代，川普
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在过去的民主国家，大
众通过主流媒体、政府报告和科学研究结果
来了解事实的真像。但现在，以事实为根据
的高质量文章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新闻”
和“消息”中。而且，核实和高质量的文章
是需要时间的，其速度自然比不上通过互联
网和手机视频的迅速扩散。所以，质抵不过
量；传统媒体“刷不过”互联网。而千百万
不明真相的看客和选民，如不做独立思考，

就只能趋之若鹜、人云亦云了。
民主社会是建立在对陌生人的信任的

基础上的。这样，警察和法官可以放心地
尽职、政府机构可以执行法律，科学家、
新闻从业者和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做研究。
但是，川普用他销售员的手段，混淆视
听、颠倒黑白，蒙蔽了他的支持者，也动
摇了民主社会的根基。据调查，从2006年
至2016年，相信国会或媒体的美国人下降
了10%；1958年，75%的美国人在大多数时
间信任政府，而现在每5个美国人里只有1
个信任政府。可悲的是，不管11月大选的
结果如何，美国人对自己政府的信任都很
难挽回了。

本报根据将于2016年10月17日刊登在
《时代周刊》的文章“The Truth Is Out 
There”综合整理

总统大选第二轮辩论（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