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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们夫妻俩在美国都没有合法身份，战战

兢兢地过了好多年。现在经营一个小生意，也
有了身为美国公民的孩子。一直期盼着美国政
府能够出台新的移民法案，给我们得到合法居
留的机会。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我们就对民主
党的希拉里抱着很大的期望，因为她答应给我
们这些无身份的居民一个转正的途径。从来不
关心政治的我们，也因此天天看有关总统大选
的新闻。民调希拉里一直都领先，我们感到很
欣慰，多年的辛苦，终于看到合法身份的曙
光，可以堂堂正正的过日子了。

大选当晚，我们眼睛黏在电视机上关注选
情的发展。不料一开始就事与愿违，希拉里一
路落后，开始有不祥的预感，但是还抱着一线
希望。午夜时分，尘埃落定，川普当选下任美
国总统。我们得到合法身份的希望再一次破灭
了。不但如此，还听说川普上任后会加快与加
大对非法居留移民的遣送出境。我们的孩子都
是美国土生土长，我们万一被驱逐出境，他们
该怎么办？请问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出
乎意料的困境？

 
黄亦川律师回答：
此次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真是几家欢乐

几家愁。尤其是非法居留的移民，更是忧心忡
忡，对移民大赦的希望完全破灭，不知道何去
何从。如果是按照移民法规申请的同胞，不用
太担心，因为移民法是由国会通过立法，总统
签字后实施的。就算目前的大局走向不利于移
民，已经定案实施多年的移民法规条例，不是
一朝一日就会改变的。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经由奥巴马总统使用
行政命令而实施的移民临时条款。这些条款的
受惠者很可能岌岌可危。因为前任总统的行政
命令，不是国会正式通过的法令，新任总统可
以将它一笔勾销。举例来说，几年前对于非法
移民下一代年轻人的工卡特赦就是最好的例
子。许多年轻人因为此特赦，虽然还不能拿到
绿卡，可是有了工卡，可以申请驾照与合法工
作。如果此行政命令被取消，那些年轻人又回
到了原来没有驾照，不能合法工作的处境。

奥巴马总统去年还出台了更多的行政命
令，譬如允许经由上述法案得到特赦的年轻
人，替他们的非法居留父母也申请工卡。另外
未成年的美国公民，也可以替父母申请工卡。
虽然这些命令还在诉讼当中，然而现在总统换
人，奥巴马有关移民的行政命令胎死腹中应该
已成定局。

新总统就职后，对于移民政策到底有什么
样的变化，目前实在无法预测。针对非法居留
的同胞读者，大家只能耐心等待。在此同时，
无论开车办事，都要奉公守法，小心翼翼，不
要触犯任何法律规章，避免留下不好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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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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撰稿人：刘工昌（江苏省常熟市）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川普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世界为之惊悚，美
国抗议不断，惟有中国是个例外。在这里公
开的政治庆祝不可能，但网络上的狂欢则一
直在延续。为什么会这样？

在现今的中文语境中，“美国”已基本
上成了世上一切祸乱的根源。从阿富汗到中
东乱局再到伊斯兰国的兴起，中国人觉得这
一切全拜美国所赐。同时，朝鲜核试、韩置
萨德、日本右翼抬头、台湾与香港的渐行渐
远，甚至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也都是美国在
背后捣鬼。而希拉里无疑则是邪恶轴心的代
言人。

而川普的出现在中国人看来则是对这一
精英代表的主流价值的反动，是传统美国精
神的敌人。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拥护的。媒
体对川普疯子般小丑形象的刻画也正合中国
人的心意。一个毫无政治头脑只会胡乱开炮
的川普无疑会把强大的美国搞乱甚至搞垮，
而这正是中国人所需要，也是他们乐于看到
的。

希拉里有深厚的政治人脉，有华尔街
巴菲特等大财团的支持，有演艺名人和主流
媒体的站队，在中国人看来，希拉里无疑是
权贵精英的代表，在中国尤其是民间最遭嫉
恨。像希拉里这样的人在中国如谁有这样的
条件谁想跟他竞争无疑是找死，但在这些方
面几乎一片空白的川普在美国做到了。

特朗普身上实际上寄托了中国人内心深
处对权力世袭的愤懑，与企图参与权力分享
而无望的发泄，而国内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
面对现实的不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而美国
大选正好为这种淤积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发泄点，这些平常面对国内政治生怕越雷
池一步的人，在面对与自己毫不相干的美国
大选时完全像换了个人，一副指点江山的模
样。对深埋阶层固化已久且看不到突破希望
的中国人来说，川普“草鸡变凤凰”的传奇
历程带给他们难以名状的莫名的兴奋，他的
逆袭成就了了每个中国人心底压抑已久的白
手起家雄霸天下的神话。

中国媒体把希、川二人之争描述为骗子
与疯子之争。这里先说希拉里的“骗”，真
正靠点谱的只有所谓的邮件门，其实川普本
人也不干净，至少巴菲特公开讽刺的偷税的
事到最后也没解释清楚。那为什么中国人会
对二人有如此清晰的态度分野呢？在中国人
看来川普是每个人的内心，真诚、直爽、透
明、敢说敢做，哪怕他浑身毛病也喜欢。而
希拉里是很多人的表面，看上去冠冕堂皇，
道貌岸然，但却深不可测，虚伪做作。于是
很多人表面上看着希拉里折腾，最后默默选
择了自己的内心。

关于虚伪，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电视辩论结束时有媒体问川普如果输了他会

怎样，他说他不承认选举结果。而希拉里在
选举结束后呼吁自己的选民应给川普一个机
会。在美国川普遭到了严厉的谴责，因为这
是置200多年的民主传统于不顾。而在中国，
得到的评价刚好相反，川普是真性情，希拉
里是伪君子，这就是中国人对政治生活中真
伪的最终论断，从来是只凭主观好恶，而不
管制令是非。

这次大选在美华人大多选择了川普。
有人说这跟希拉里的少数裔群分的策略分不
开。由于华裔群体一向对政治冷漠，所以希
拉里对黑人、西语裔群体倾注了很多，而对
同属少数裔群的华人群体不管不问，而川普
则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这似乎是这次华裔
群体这次大选如此表现的原因。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在
于，现今在美华裔群体主要由投资与技术移
民组成的富人中产，通常已拥有美国国籍，
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民主人权都是狗屁，他
们真正在乎的就是作为普通居民所需要的稳
定与安全感。能不受他们眼中游手好闲的黑
人的抢劫欺负，工作不被非法移民所抢走。
而能够为华裔群体真正提供保障的，无疑川
普更靠谱些，这就是他们支持川普的真实原
因。

《人民日报》说，史册上所记录的今年
美国大选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美国200多年
选举史上“脏乱差”的一页。（袁鹏《选举
乱象凸显美国“病”得不轻》11月8日。）
但如此丑陋的大选却令无数的中国人在隔网
期盼，还有更多的人拼命想往那里钻。美国
大选表明，我们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分
裂。不仅美国，中国亦是如此。

（版权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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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选民心中有杆秤
从表面上看，美国大选的两大阵营，

好像《红楼梦》中描述的那样，你方唱罢我
登场。这场充满跌宕剧情、一波三折、川流
不息的大戏，终于以“川留不希”落幕。是
的，留在台上的，竟然是未来的唐纳德·川
普总统——而不是许多人预期的、美国历史
上第一位女总统希拉里·克林顿！

就在两大阵营表现出白热化的尖锐对
立、显示出美国社会深度撕裂之际，人们想
起了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一
句话：“如果我们很弱小，再多言也无济于
事。如果我们很强大，我们的价值会不言自
明。”现在是整个选举逐渐由混乱恢复成有
序状态的时候了。

回顾此次大选，征战政坛三十余年的希
拉里，一直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标榜。正
如十八世纪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中的
最后一句诗所说：“永恒的女性，领导我们
走！”（此处“女性”是文学作品中提炼概
括的典型，典型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自从希拉里获得民主党提名的那天起，人们
心中就有了悬念，是不是这一天终于到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前期一路民调看
高、深受媒体政客支持的大好局势下，竟在
临门一脚时，希拉里输给了毫无政治经验的
川普。这对她来说，不但痛彻心扉，而且感
到，自己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所以
她的铁杆支持者，一时感到失落懊丧，甚至
上街抗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希拉里痛定思痛之后，终于在自
己的败选演讲中，一面颇为动情地说，“这
个结果令人非常痛苦”，一面还是非常有风
度地表示，希望支持者对川普抱以开放的心
态，尊重规则给他一个领导美国的机会。

笔者不禁感悟到，这才是民主和规则
的胜利，也就是肯尼迪总统所说的、表现在
权力的和平过渡上的、“我们的价值”的胜

利。大选的规则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大选
尊重每张神圣选票所代表的民意，相信每个
选民心中自有一杆秤，最终做到竞选双方，
不论输赢，团结一致，如期实现有序的政权
转换。竞选双方尊重大选的结果，输家服
气，赢家服众。

是的，输家已经高姿态表示对胜利者
的支持和与之合作的意愿。记得希拉里在竞
选过程中被问及“川普的优点”时，也曾不
无艳羡地说：“我很尊重川普的子女，他的
子女很能干，而且支持他的父亲。”但就
整个竞选过程使用的语言来说，毕竟是针锋
相对的争辩，难免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
地方。然而规则允许双方充分辩论，澄清事
实。

众所周知，希拉里在竞选过程中列举
的、川普口无遮拦的“离谱”言论，不胜枚
举。其中反映其男权主义思想的言行，更使
其颜面无光。然而，无论是一句话，或一件
事，都有其来龙去脉的原委。一经核对事
实，调查清楚之后，就可以还它一个本来面
目。在此略举例说明如下：

2006年选美冠军康纳一时失足，陷入
毒瘾，受到媒体炮轰，身为美国小姐选美主
席的川普，顶住压力，要求给康纳改过自新
的机会，并决定保留其冠军头衔，条件是严
格责成康纳务必戒掉毒瘾。当时美国广播公
司一位女新闻评论员，在节目中对此表示不
满，出言不逊，大骂川普。从不受气的川普
立刻反击，这就是川普骂女评论员“是猪、
是失败者”的缘由。

虽然川普有以牙还牙、出言损人的负面
效应，但他的举动确实改变了康纳的人生轨
迹。当时康纳对川普感激涕零，不仅自己成
功地戒掉毒瘾，而且还致力于呼吁人们远离
毒品，成为卓见成效的戒毒形象大使。由此
可见，川普胸怀悲天悯人之心，给人以改过

机会，不给人乱贴标签。这也说明了为什
么会有那么多人，包括女性选民，在选举
日排长队去投票，经过心中反复斟酌后，
最后还是把自己的神圣一票投给了川普的
种种原因之一吧。

当川普从新闻中看到佐治亚州有一
位希尔太太，其丈夫因农场天灾欠收、无
力偿还银行债务、并担心已经经营了三代
的农场会被银行抵债而自杀。尔后希尔太
太又遭人寿保险公司拒赔自杀保险，希尔
太太几近精神崩溃。川普毅然决然慷慨解
囊，同时为其筹集善款，从而帮助希尔一
家母女解除了燃眉之急。

此外，川普还仗义使用他的私人飞
机，不时接送素不相识的穷人儿女，从洛
杉矶去纽约看病，如此等等，均有记录可
查。川普虽是经营有方的富豪，但他愿意
主动帮助遭遇不幸的人改变命运，愿意仗
义为穷人说话办事，所以他竞选拉票能够
服众。民心所向，不愁发展。难怪有那么
多平民投票给川普，原来选民心中自有一
杆秤。

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大选的输
家已经高姿态表示，尊重公布的结果；赢
家则来日方长，又该如何在胜选之后，使
自己采取的每一项重大措施，进一步服众
呢？据称川普当选后，已经准备好面临国
内国际局势的更大挑战。当前中国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
中，扮演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
华裔美国公民，无疑都希望川普执政后，
能够不断发展和深化中美关系。

欣闻大选次日，中美双方领导人就已
沟通，希望借由增进相互了解，以求在新
形势下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舍对抗、促
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创造双赢，最符合
美中利益。这本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
共识。如何塑造未来的国内外政策、包括
对华政策的风貌，将是川普当选后进一步
采取服众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正拭
目以待。

（版权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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