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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在某著名制药厂上班，工作之余成

立了一个网上代购公司，专门替国内同胞
购买美国的各种商品，然后快递寄给他
们。国内对美国物美价廉的产品，需求很
大，我的业务做得还不错。为了更进一步
推广市场，我参加了许多不同的本地华人
微信QQ聊天网站。在聊天之余同时推广我的
产品，聊天室的成员也会提出意见与评论。

近来有一位聊天室的成员，不时在群
体上批评我的产品质量，并说我的价格比
其他地方贵好几倍。他说的都不是事实，
我非常气愤，觉得有毁谤我名誉的行为。  
请问我可以起诉他，甚至于向警察局检举
将他逮捕归案并要求他赔偿吗？

 
黄亦川律师回答：
由于中美之间物价与货品质量的明显

差异，美国产品价格低质量高，国内经由
美国个人代购的业务日益增长。从事这类
业务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快递公司在印
第安纳也如雨后春笋，从去年的一家到现
在已经有五六家在竞争。  

读者所问在聊天网站上有人恶意中伤
自己的产品与价格，能不能向对方提出诉
讼，这是一个很值得商讨的问题。首先，
用语言或文字来诽谤他人的名誉，属于民
事方面的诉讼，与刑事案件无关，警察或
检察官是绝对不会介入的。所以如果要起
诉对方诽谤与损害自己的名誉，必须上民
事法庭，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确因为对方
的不实言论，而造成了实质上经济损失的
证明。如果无法明确证明自己受到了实质
上的损失，这种诉讼是没有意义的，法官
也不会受理。有人会问，那如果造成自己
精神方面的伤害，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对方
赔偿呢？当然从理论上来说，精神伤害是
可以要求对方赔偿的。可是要证明自己精
神受到了伤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
算证明了自己的确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
要赔偿多少钱也是很难决定的。  

读者如果觉得有人在聊天网站上对自
己做不实的恶意诽谤，而你又可以提出证
明，因为他的诽谤，你的确损失了业务，
可以去问问自己的律师提出民事诉讼大概
需要多少费用。如果损失不大，很可能连
律师费都不够支付，那么这种民事诉讼是
没有意义的。当然如果不在乎钱，只想出
一口气，那就另当别论了。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精神与名誉上的
损失，很难定量。法官对于在社交网站上
受到一些批评，就遭受精神损失的原告，
是不会有多大的同情心的。读者最好先与
自己的律师商量，衡量得失轻重，到底是
一笑置之呢，还是要为了这点小事而劳师
动众对簿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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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

作者：刘工昌（江苏省常熟市）

盛产“劳斯莱斯姐”的中国
最近由英国ITV电视台两年前拍的一段2

分多钟的视频在中国火了起来，视频来自于
Joanna Lumley’s Trans-Siberian Adventure，视
频记录了一位路姓女士开着劳斯莱斯带英国
演员Joanna Lumley游北京，不到3分钟的视频
可能比某些专访的长篇累牍更能反映当今中
国富人的心理品味与认知。

视频中两个槽点让国人愤怒。一是“劳斯
莱斯姐”一边开车，一边拿苹果手机自拍，
不到两分钟这镜头出现了两次。二是“劳斯
莱斯姐”向英国女士表示歉意，但话题不是
驾驶时的危险动作，而是“不让其他的车”
（可能是指其他车没有让路）。英国女士表
示理解：“只是（北京）车太多而已。”接
着，视频中最让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劳
斯莱斯姐”说：“如果在哈尔滨，我就能做
到。”做到什么呢？翻译员解释：“她说如
果我们去她的家乡哈尔滨，她能安排封街。
路女士在高层有人脉。”

视频中展示的内容真实而自然，所有的
一切不是采访者故设话语陷阱让她钻；恰恰
相反，都是路女士见到外人相伴极其兴奋与
自豪的感情不由自主的流露。从她不停地自
拍与自己做出的封路回答，可以看出她很享
受甚至陶醉于在英国人面前说出这番话的过
程，而 Joanna Lumley 女士不是我们想象的在
一旁高冷的围观，相反却为这番意外的回答
吓得连连摆手。

要感谢这个时代，视频发出后“劳斯莱
斯姐”很快被“人肉搜索”，旋即其资料展
示于公众面前。她是黑龙江吉城地产集团万
博豪庭总经理，哈尔滨金源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法人。其夫曹永吉，地产老板，阿城吉成
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哈尔滨阿城区首富。
她家中的确有许多豪车，包括劳斯莱斯。

视频中所说的封路，还真不是吹牛， 
2011年9月14日，是其父亲的生日，真的封
路了，证据是一个贴吧的截图，具体内容
为：“昨日开始彩排岳父生日庆典，今日省
市不少官员到场庆祝，场面隆重，平日不见
人影今日竟然出动十几名警力为其开路，指
挥交通。”（中国网《阿城市交警今日为首
富曹永吉岳父庆生日，野蛮执法》）

毫无疑问，“劳斯莱斯姐”所言是真实
的。恰恰是这种真实戳中了中国人的痛点。
当普通中国人累死累活为了生计奔波时，生
活在我们顶层的处在财富金字塔顶端的就是
这样的人，浅薄、庸俗、贪慕虚荣、毫无法
治与文明观念，甚至无法无天。

也许更令人蹊跷的还在后面，同样是这
个女人，在这事没出来前，在公众面前呈现
的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由辽宁卫视打造的
《中国电影梦想秀》的《梦幻修仙》中，可
以看到她出演“贵妃出浴”桥段，吹古笛弹
古琴读古书照古镜，琴棋书画，吹拉弹唱，
令人叹服。

而“走进画中——善美江苏”千人旗
袍长卷第三季拍摄活动中《我们的善美天
使——路冰纯》一文说，旅游、摄影、驾
车、运动是她丰富生活一部分；她爱旗袍，
内心蕴含着东方女性的古典美；双手书法、
古筝、舞蹈、装饰设计样样拿手……说她不
为利来不为欲扰，是最忘我、最投入、最真
诚、最善良、最美丽、最有魅力的女人……

2016年9月，黑龙江吉城地产有限公司
万博公益国学堂赞助了一次“旗袍金都”活
动，请来CCTV知名主持人来站台捧场，作
为哈尔滨万博公益国学堂院长的她说：“这
次活动主要目的是在传统国学文化的带动
下，将国学经典伦理道德弘扬光大！”这就

是我们的“劳斯莱斯姐”，“内心蕴含着东
方女性的古典美”，举止却透着暴富得志后
土豪的粗俗轻佻。嘴里说着要将国学经典伦
理道德弘扬光大，脚下蹬着劳斯莱斯招摇过
众，手里拿着苹果手机边开边拍。连英文都
不懂的金融公司老板，却精通国学成了国学
堂院长。媒体上说她“不为利来不为欲扰”，
现实中老爸生日敢封路为安。

最可悲的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后者
是常态，前者是偶然。

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曝光，我们看到
的就是前者，有了这次偶然的曝光，我们盯
着的却是后者。有人说，无论她是谁，她都
不代表中国。这是真的。但是无论你怎样无
视，她代表了中国的一部分富人，我想这也
应该是真的。

（版权文章，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精彩时评

我们的孩子没有被装备好面对将来
“美国的高中已经过时了。”比尔盖

兹在2015年的美国全国高中教育峰会上作了
这样一个惊人的断言。要明白他的意思和为
什么他这样迫切地警醒与会的政治家和教育
家，让我们先看一看我们的孩子将来能拿到
什么样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第一
类的工作是老板不愿意做的，所以他愿意雇
人来做。这类的工作包括在快餐店打工，做
比萨饼，生产线上的工作等。别人会告诉你
做什么和怎么做。中位数年薪低于4万刀。这
一类的工作会被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和人工
智能所取代。需要的技能是怎样服从上面的
指令。

第二类的工作是老板不能做的，所以他
需要雇人来做。这类工作包括工程师和技师
的工作。没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和怎样
做，你自己要去弄清楚。中位数年薪超过七
万刀。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类的工作会越来
越多。需要的基本技能是有创造性的解决问
题的能力。

可是，十二年的公立教育教会了我们
的孩子什么技能呢？大部分的高中毕业生不
知道怎样应用代数，忘掉了几何学的任何定
理，弄不清楚三角，完全不懂微积分。他们
不能写出能说服人的文章，不知道什么是逻
辑谬论，不能有条理的思考，没有思辨的能
力。今天，许多大学设有数学和英文的补救
课程，因为许多大学新生根本不能上大一的
课程。四年的高中整个就是浪费。如果他们
是好学生的话，他们学到的唯一技能就是能
服从命令。

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有第一类的工作。但
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必输无疑的来自机器
人和工业自动化的挑战。如同奥巴马总统在
今年的经济报告里所说的：“能确定的是，
也是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的，经济已经被大
大地改变了。这是在大衰退很久以前就已经
开始了。今天，科技不单单只是取代生产线
上的工作，而是会影响每一个能自动化的工
作。在这个全球经济的时代，美国公司面临
着来自国外日益严峻的挑战，并且它们可以
搬到全球任何地方。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工
人没有条件要求增加工资。越来越多的财富
和收入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问题在哪里？盖兹先生在他的讲话中提
了出来：“我们的高中是在五十年以前设计
的，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除非我们重新
设计，去满足二十一世纪的需要，我们会限
制、甚至毁坏每年数百万美国人的人生。”

那个过去的年代是工业需要大量生产
线工人的时代。工人只需要知道怎样服从上
面的指令。但随着过去二十多年科技的突飞
猛进，资本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劳动力：
机器人。它们更便宜、更可靠、更能适应不
同的工作。争取十五刀最低工资的努力反而
促进了机器取代人工的步伐。去看看Tesla 
Gigafactory的录像，你就会看到目前正在发
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造业的公司可能会
搬回美国，但却不会带回来生产线上的工
作。

我们的孩子们面临着一个我们陌生的时
代。他们需要有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成
为能设计机器人的工程师，或是能修理机器

的技师。我们的教育系统需要一个根本的
改革。但是，除非我们家长采取主动，教
育改革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不能把我们孩
子的将来交给政治家和教师工会。

石平南博士（电机工程），Center 
Grove学区理事竞选人。 

石平南博士作过二十年的高级工程师，
从2011年至今在高中教数学。

“我有足够的经验和技能来和学校的行
政机构及教师们合作，以确保我们的孩子有
正确的数学教育，使他们能在这个新的工业
革命里受益，而不是被扫到一边。

请为了您孩子，投票支持我。”

“劳斯莱斯姐”和外国友人（视频截图）

石平南（Center Grove学区理事竞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