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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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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的朋友前些日子出车祸，事故的经

过如下；他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一辆大
集装箱车突然变道，插到他的车前，他反
应不及，撞到集装箱车的车尾右侧。小车
不敌大车，失去控制，又撞到了路边的大
树，油箱爆炸着火。他虽然逃了出来，可
是也受伤不轻。车子自然是全毁，车里许
多值钱的财务都毁之一炬。  

如今他已经出院，车子财务的损失不
说，还累计了大额的医药费。他有买汽车
保险，在与保险经纪人联系后，经纪人
告诉他必须自行与保险公司联系理赔。他
没有办法，就找了英语好的朋友，打通了
保险公司的电话。不料保险公司告诉他，
因为事故明显是对方的错，所以他必须自
行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我们一向认
为，既然经由保险经纪人买了汽车保险，
发生了事故，需要理赔，不是应该由保险
经纪人负责代理我们向保险公司交涉吗？
请问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黄亦川律师回答：
多年前我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曾经简

单介绍了一些车祸发生现场需要注意的事
项。其实在车祸发生后的善后索赔，有许
多误导与陷阱。首先在车祸发生回家后，
切记第一时间与自己的汽车保险经纪人联
系。确认自己的保险合同中有没有包括汽
车碰撞修理这一个项目。 如果受伤了，更
要询问有没有买车祸医疗费用保险。如果
有，经纪人理应告诉你如何申请索赔。

在正常的情况下，负责的经纪人会
替你联系保险公司的损失估价人员，然后
估价人员主动与你联系，预约好估价的时
间与地点。如果汽车还可以安全行驶，保
险公司会安排时间要求你将车开到他们指
定的地点进行估价。有些服务好的保险公
司，甚至会直接派遣估价人员上门服务。

现在有人受伤，问题就更复杂了。 
如果没有特别购买车祸医疗费用保险，
你自己的保险公司不会负责理赔你的医药
费用。万一伤势不轻，又没有买奥巴马健
保，麻烦就大了。如果警察报告判定是对
方的错，可以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要求
他们赔偿自己的医疗费。当然与保险公司
交涉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很可能需要聘请
律师代理，建议读者咨询自己的律师。有
些专门负责车祸理赔的律师，有在收到保
险公司的赔偿金后才收律师费的安排。另
外要注意的，现在的交警在写事故报告
时，在没有客观证人的前提下，只能听取
双方的陈诉，写一些中性的报告，很少判
定孰是孰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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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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普突与台断交 克制中的北京
当地时间12月20日，非洲小岛国家圣多美

和普林西比（简称圣普）宣布与台湾断交。21
日，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
方对此表示赞赏，欢迎圣普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的正确轨道上来。”虽然大陆对此高调表示
“赞赏”，但并没有宣布与圣普建交，很明显
大陆的行为有所克制。

对于断交一事，台湾媒体普遍认为是中国
大陆在背后运作的结果，意在对“特蔡通话”
做出反应。如台湾资深媒体人唐湘龙认为，圣
普与台湾断交“当然是北京出手了”！这对蔡
英文政府来说“当然是个警告”！台湾大学教
授张亚中也认为，本次圣普与台“断交”，显
然是受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影响。大陆方
面对此“高调”宣布，是大陆“很强势”的表
现。

如果圣普与台湾断交确实是中国大陆在
背后运作的结果，那么这更说明了大陆对蔡政
府外交不规范动作的克制态度。既然大陆在争
夺台湾有限的邦交国，为什么说大陆态度克制
呢？这就要从台湾之前的22个邦交国说起。

据了解，在台湾原有的22个邦交国中，中
美洲有巴拿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萨尔瓦多、伯利兹、海地、多米尼加、圣
卢西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
丁斯11国，南美洲有一国：巴拉圭，大洋洲有
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帕劳、
瑙鲁、图瓦卢6个小岛国，欧洲有教廷梵蒂冈
一国，非洲有布基纳法索、斯威士兰和圣普三
国。

在这22个国家中，面积最大的是巴拉圭，
超过40万平方公里，人口660多万；人口最多
的是布基纳法索，超过1,800万人，面积27万平
方公里；经济最发达的是巴拿马，人均GDP超
过13,000美元，拥有世界闻名的巴拿马运河；
影响力最大的是教廷所在地梵蒂冈，为全世界
所瞩目。

而看看圣普，其面积只有1,000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19万人，在台湾22个邦交国中处在中
间水平，且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其重要性
自然比不上其他国家。要知道，梵蒂冈、巴拿
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布基纳法索等这些
比圣普重要的多的国家，都有与中国大陆建交
的愿望。中国大陆要对这些国家做工作，促使
他们与台湾断交，应该不难；但大陆却选择了
圣普这样一个在世界地图上都看不到的国家，

这就是大陆态度的克制，不想让台湾外交面临
更严重的冲击，将两岸关系推到紧张对峙的边
缘。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打破了中美关系40
年的传统，自然刺激了中国大陆；但这没有改
变习近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定位。
大陆没有因此搞军事演习，两岸关系也没有因
此出现紧张升级的对立。此次圣普与台湾断
交，大陆也没有直接宣布与圣普建交，这充分
体现了大陆对蔡政府的克制态度和推动两岸和
平发展的善意。

如果大陆想惩罚蔡政府，给蔡英文严重的
打击，大陆完全可以运作巴拿马、梵蒂冈等对
台湾来说十分重要的国家对台断交，并马上与
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大陆没有这么做，即使
是圣普这样无足轻重的国家与台湾断交，大陆
也没有马上与其建交。这是大陆给台湾留了足
够的面子，也是希望通过这件事警醒蔡英文，
让其回到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大陆对台湾采取克制态度的背后是真诚的
善意，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期待，是对两
岸人民幸福生活的负责，不知道蔡英文政府读
懂了没有？               （来源：多维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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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妇孺也成为恐怖工具
最近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几起恐怖袭击阴谋

和事件，让世人惊觉，恐怖主义威胁已悄悄走
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妇孺开始成为恐怖组
织利用作为人体炸弹的对象，而这一新的恐怖
威胁，离我们近在咫尺。

印度尼西亚警方不久前宣布，他们在12
月10日粉碎了一个准备向雅加达总统府发动恐
怖袭击的阴谋，并逮捕四名恐怖嫌犯，其中包
括一名女自杀式炸弹手。该女嫌犯名叫迪安
（Dian，27岁），曾在新加坡当过女佣。警方
随后又连续逮捕了另三名涉案的女嫌犯。

印尼揭发这起恐怖袭击阴谋约一星期后，
就传来另一则可怕消息，叙利亚恐怖分子利用
一名8岁女童对大马士革一个警察局发动自杀
式袭击。与此同时，德国也揭发有一名年仅12
岁的伊拉克裔男童被发现涉嫌两度在当地从事
炸弹袭击，幸好都没有成功。

一个8岁女童怎会想到去当人体炸弹？很
明显，她是恐怖分子的牺牲品。他们将小型爆
炸装置装在她身上，指使她进入大马士革米丹
区警察局。女孩进入警局后要求借用厕所，恐
怖分子随后遥控引爆炸弹装置，女童丧命，一
名警察局工作人员受伤。

德国警方则透露，12岁男童先是试图在
上月26日，在一处圣诞市场发动炸弹袭击。他
在市场放置了一个装有可燃粉末和钉子的玻璃
瓶，但相信是安置炸弹时出错，所以最终未发
生爆炸。本月5日，他又在市政厅广场附近的
灌木丛中放置了一个装有燃爆性物质的背包，
幸好一名路人及时发现并通知警方。

以妇孺作为恐怖主义袭击工具，这在其他
地方早有先例。比如，当年斯里兰卡的武装力
量“淡米尔之虎”（也称猛虎组织）就不止一
次动用过这样的手段。1991年5月21日，当时
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到南部淡米尔纳德邦
首府马德拉斯附近参加一个竞选集会，一名妇
女夹杂在人群中上前献花并弯下腰来似乎要行
吻足礼，随即按计划引爆捆在身上的炸弹，拉
吉夫当场被炸死。印度警方说，谋杀案是猛虎
组织所干的。

猛虎组织是斯里兰卡种族、宗教矛盾激化
的产物，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少数淡米尔族（也

称泰米尔）最终走上武装对抗之路，导致漫长
的内战，死伤无数。淡米尔族妇女加入武装斗
争成为所谓“黑虎女敢死队”员，通常带有浓
厚的仇恨背景，如她们的丈夫或其他家人被政
府军杀害。这和当年的车臣战争的阵亡者遗孀
组成“黑寡妇”炸弹杀手一样。

不过，印尼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据印尼
媒体报道，目前受关押的迪安透露，她是在国
外任职女佣期间，通过社交网络面簿接触激进
伊斯兰主义。她说：“在面簿上，我打开圣战
士简介，他们给了我启发。我没有加入任何
群组，只是点阅这些内容，但这令我越来越好
奇。”此外，她也在互联网上浏览，搜集相关
的宗教文章与录音。迪安也说，她计划当自杀
式炸弹手，并不是因为感到绝望想结束生命，
而是为了得到真主的庇佑而斗争。

如果这个女自杀式炸弹手所说的都是实
情，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由社交媒体自我激进
化案例，和车臣黑寡妇及斯里兰卡黑虎女敢死
队有本质上的差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
的产物，也凸显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效结合宗
教和社交媒体散播恐怖主义思想的可怕性。

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政治复杂多端，既
有不同地区大国之间的角力，又有区外强国的
介入打代理人战争，而很不幸的，伊斯兰被卷
进了这许多的政治漩涡之中。因此便有逊尼派
（以沙地阿拉伯为首）和什叶派（如伊朗、伊
拉克等）的争斗和战争，也有亲西方和亲俄罗
斯派之间的殊死战，当然还有不同族群之间的
割据战。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就是在这个大乱
局中乘机而起，从原本是大国培植的代理人，
逐渐壮大为独霸一方的武装势力。

伊斯兰国虽然被国际社会定性为恐怖组
织，但它建立大回教国的乌托邦却极具号召
力。世界各地许多虔诚却又对其实质欠缺了解
的穆斯林，都因为接触其网上的宣传资料而被
蛊惑。很多人像女佣迪安一样，开始是好奇，
继而是迷惑，最终则是中毒，相信参与所谓
的“圣战”，或是成为自杀式炸弹手，自我牺
牲，就可以“得到真主的庇佑”。

女性成为自杀式炸弹手，在印尼还属头
一遭。也因此令当局担心，散布在印尼各地的

伊国组织恐怖细胞，已采取了新的策略，即培
植女性杀手，因为女性更容易遮人耳目，不容
易被觉察。过去，印尼的恐怖分子几乎都是男
性，女性通常是他们的妻子或伴侣，一般只扮
演消极的辅助角色。男性被吸引参与“圣战”，
因为他们被告知，一旦光荣牺牲，到了天堂将
获得72名美丽处女为妻，享受无穷快乐。

至于女性，她们到底被什么所吸引不得而
知，但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女性也可以被
洗脑，成为伊国组织的恐怖工具。迪安和另一
名被捕女性阿莉达（Arida）同嫁一夫，而她们
的丈夫正是她们所属恐怖细胞的首领穆哈默·
诺·梭里金（Muhammad Nur Solikin）。她们
明显都被丈夫成功洗脑。

迪安的例子看来不是孤例。据12月18日
《联合早报》报道，内政部发言人透露，过去
两年，约有70名外国人被调查，当中五人曾是
家庭帮佣。这五人虽然受激进化，但在调查期
间并未构成迫切的安全威胁。内政部透露，多
数被查的外国人，包括上述五名外籍帮佣，都
是接触了社交媒体所传播的激进化思想而受影
响。当中甚至有人利用社媒的激进信息，怂恿
他人激进化。由此可见恐怖主义利用社交媒体
散播极端思想的威胁性越来越大，即使是普通
妇女和十几岁的孩子也都可能被荼毒。

至于利用孩童作为炸弹袭击工具，看来恐
怖分子所使用的主要是诱骗手法。一名8岁女
童是无知的。她可能完全不知道身上绑着的是
什么东西。恐怖分子利用孩童的无知手法残忍
至极，令人发指，简直就是今天世界所面对的
恐怖主义威胁现实。

虽然多国军队在过去两年里联手打击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取得成果，伊国组织在伊拉克
和叙利亚节节败退，但正如国防部长黄永宏医
生前不久在巴林出席一场安全论坛时指出，这
不代表恐怖主义威胁已出现缓和迹象。伊国组
织式微将驱使来自东南亚的恐怖分子回到本区
域继续谋划袭击，各国须更紧密合作，严厉打
击恐怖主义。简单说，恐怖主义离我们并不遥
远，其实只在身边。

（作者曾是新闻工作者，新加坡前国会议
员。本文摘自联合早报网）

作者：吴俊刚


